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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因應台灣社會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趨勢、平均餘命延長但平均健康年數卻不增反減，

加上健保醫療支出也會隨著高齡化社會而增加，社會醫療資源不足及城鄉差距問題，日

趨嚴重。本研究將以預防勝於治療的角度，探討重新設計服務方式，讓民眾能廣為接受

健康服務，長期力行健康活動，不但要活得久，更要活得健康，縮短不健康年數。壽險

業身為社會中提供民眾生命及健康風險保障的角色，理當與社會大眾一起面對此問題，

這其中首要工作即為「發現」民眾的健康需求及隱含風險，也就是要找出未來發展的機

會。探討民眾對健康服務的生活需求與價值觀，以多角度來釐清需求，進而結合產業生

態體系，讓服務設計方案更能滿足民眾。以關懷、感動、安心為出發點，以快速、科技

運用、個人化為訴求，結合保險商品、醫療、健康諮詢、健康照護、養生住宅等為資源，

提出新的、可行的在地老化生活型態及商業模式供參考。 

 

Keywords：在地老化、健康平台、服務設計、健康產業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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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類由於文明及科技的發展，成為萬物之靈，掌控及支配地球上的資源，謀

求最大的福祉，其中，活得久、活得好，就是重要的追求目標。自古有秦始皇尋

求長生不老藥，禮運大同篇描繪出世界大同的境界，其中也提到老有所終的理想。

而福、祿、壽也是普羅大眾所追求的目標。經過演變至今，人類的存活壽命長度，

達到過去未曾出現的高峰，往長壽邁進了一大步。依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人口

局發布(2009 年世界人口高齡化; World Population Ageing)的報告，人口高齡化是

空前的、普遍的、持續的且不可逆轉的。然而，從多元的角度來看，人類追求長

壽的過程也帶來新的問題，缺乏照顧人力、世代間對資源掌握的衝突與矛盾、醫

療費用增加等，加上少子化的現象，問題更嚴重。高齡化問題有如輪船遇上遠處

的冰山，須盡早因應及調整以降低衝擊。要如何因應及解決，考驗著人類的智慧

及心態。將從國際、亞洲各國及我國的統計上說明人口高齡化的情形。 

由圖 1 中顯示，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老化速度由 1950 年的 12%，成長到 2050

年的 33%。開發中國家則由 1950 年的 7%，成長到 2050 年的 20%，世界平均值

則由 1950 年的 8%，成長到 2050 年的 22%。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人口老化

問題，比未開發國間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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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1950-2050 全世界及已開發地區 60 歲或 60 歲以上人口所佔比率 

資料來源：由統計資料看人口老化問題(黃丁財 2014) 

 

 

圖 1- 2 人口紅利佔比示意圖 

圓圈內百分比數字代表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百分比，人口紅利期間係指總扶

養比在 50%以下、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 66.7%以上之期間，約為 1990 年至 2026

年間。 



第 3 頁 

表 1- 1 各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之年次及倍化期間表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7 年 8 月 

 

臺灣老化速度和日本並列全球第三名，僅次於南韓與新加坡(表 1-1)。老化

速度指標數值臺灣為 24 年，意指一個國家達 65 歲以上人口之比率，從 7 個百分

點至 14 個百分點的時間。相較之下，美國經過 73 年，法國經過 115 年才達成倍

化比率的成長，可知臺灣的老化速度極快。 

  

圖 1- 3 民國 100 年扶養比及扶老比   圖 1- 4 民國 150 年扶養比及扶老比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指出，民國 150 年時，台灣的人口數將從現在

2340 萬，大減 545 萬，預計人口將只剩 1795 萬。撫老比，從現在 6 名青壯年負

擔 1 名老人，惡化成 1.2 名青壯年負擔 1 名老人，大增至 5.2 倍。65 歲以上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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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率則由 12%暴漲至 41.0%。屆時台灣將有高達 4 成是老年人口，但幼年人

口卻僅有 8.7%而已。 

 
圖 1- 5  2010 年及 2060 年世界各國人口中位數 

(取自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人口推計 103 年至 150 年) 

 

比較世界各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圖 1- 5)，可以發現 2010 年台灣的人口年齡中

位數仍然相當年輕(37.4 歲)，但 2060 年台灣比世界其他已開發國家更快躍升到

58.6 歲，這說明台灣大部分的人口都處在同一個世代，當這個世代進入勞動力高

峰期，國家會呈現經濟奇蹟的大躍進，但是當這個世代進入高齡化，便會快速拉

抬整個國家的平均年齡和中位數，這是相當不平衡的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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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6 各國不健康年數比較              圖 1- 7 老年族群醫療利用概況 

資料來源: 2015.12.16 楊心怡 康健雜誌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0953&page=1 

依健康雜誌調查國人不健康年數長達 8 年至 10 年(圖 1- 6)，老年族群的健保

支出年年增加(圖 1- 7)，反映出在地健康老化的重要。師豫玲等在北市長期照顧

服務網絡之發展創新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 134 期,2011)一文中指出，許多長者

仍然認為居家是最理想的養老方式，因此針對增強家庭照顧能力，提供社區為基

礎之初級照顧服務對老年人及其家屬而言，暨能維持家庭的完整性，尚且兼顧老

人居住安養的心理與社會需求，並可減輕醫療費用負擔。而依據內政部統計處

98 年老人狀況調查中顯示(圖 1- 8、圖 1- 9)，65 歲以上高齡者，68%希望與子女

同住、若生活可自理時 67%不願意使用老人機構，無法自理時仍有 35%不願意。

因為在熟悉的環境中老化，可以得到安心、放心及自主，進而達到強化自我照護

能力的目的。讓老化過程充滿動能及生命力。 

  

圖 1- 8 65 歲以上長者理想居住方式    圖 1- 9 65 歲以上長者使用老人機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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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老化是世界趨勢，聯合國早在 1991 年大會通過的「老人綱領」裡提出

的五項要點：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實現、尊嚴。也多須由在地老化的生活方

式來達成，讓高齡者事先預防保健、強化自我照護能力。 

第二節、 研究動機  

面對高齡化的浪潮來襲，國家、社會、企業、家庭及個人都要面對及因應，

而且是需連貫及整合起來，才能發揮效益及解決問題。面對複雜多元的問題，興

起了深入釐清問題及研究的動機，包括：國人健康議題、在地老化面臨的問題、

長期照護的需求、照護人力不足的問題、少子化問題、政府、企業及民眾能做什

麼？如何整合資源、是否有被閒置或未充分利用的資源、如何引發出使用者沉潛

的需求，並結合科技及服務設計，嘗試為在地老化的需求及問題，提供建議方案。 

尤其人口往都會區集中的趨勢，更凸顯都會區高齡者在健康促進及在地老化

議題的重要性，如何有系統地了解問題，盤點資源、檢視並嘗試轉換、活化每個

人、事、物的功能及角色，尋求解決方法並回饋。如何設計健康照護服務的內容？

如何增加使用者對於服務的使用黏性？是本論文想探究的議題，希望從服務設計

的角度，找到關鍵啟發點，滿足高齡者身心靈的需要。 

第三節、 研究目的 (Design challenges) 

在地老化、高齡化的問題複雜難以解決的問題，非常複雜、動態、多重因素

且相互依存及影響。屬於複雜難解的問題(Wicked Problem)、問題本身都還需要

定義及釐清。以下列出想解決的議題並定義服務設計的議題。 

1. 探討都會區高齡者成功在地老化的關鍵因素，並訪談使用者，找出表面及深

層需求、設計新的服務模式提供給受訪者，得到其反饋之後再修正設計，嘗

試提供有別於現行的制度或方式，激發使用者的回應及參與，重新檢視資源

是否有效運用，進而重新分配，改變生活型態或運營模式，達到成功在地老

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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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結合科技提供使用者高價值的設計，例如：高齡者期待獲得健康、活力、

自主與尊嚴，增加使用者需求滿意度及解決問題。 

3. 這種模式成熟後，可以快數複製到其他城市，但保留調整及彈性空間，能按

各地的資源、特色不同，進行個別化差異設計。  

因此本研究的服務設計議題(Service Problems)可定義如下: 

「如何提供都會區高齡者一個健康、安心的生活型態。」 

第四節、 論文結構與研究步驟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在第一章緒論中介紹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

究目的，整理國內外高齡化及在老化的概況，設法找出可能的發展機會；第二章

文獻探討中我們先定義高齡相關產業，簡要說明我國在地老化相關政策，國內外

相關在地老化相關服務調查評估，以及簡要說明設計思考的方法；第三章研究方

法中說明採用設計思考的方法，進行健康服務的科技化服務設計，從需求發掘、

反覆檢視以找出創新的洞見，並且定義出發展雛形的想法；第四章研究成果中則

針對第三章所發展的服務雛形，進行使用者意見回饋調查以及服務實現與測試，

說明商業模式與各種風險分析，整理本創新服務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服務系統

的可用性分析；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包含未來的研究方向建議。 

研究步驟採取幾個步驟來進行，第一先定義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透過國內

外案例調查與文獻探討，了解目前高齡相關的市場現況與機會在哪裡，接著採用

設計思考的四個步驟(Discover/ Define/Develop/ Deliver)來進行科技化服務分析

與設計，本論文將服務系統雛形的 Deliver 放在研究成果的商業模式與各種風險

評估中討論，最後是以系統的可用性目標評估作為總結，整體研究步驟如下圖

1- 10 所示。 

 

 



第 8 頁 

 

 

 

 

  
 

研究結果 

商業模式 

研究背景 

研究動機 

文獻探討 

資料分析 

 

Discover 

發現問題 

 

Define 

定義問題 

Develop 

解決方法 

結論與建議 

Deliver 

實現 

 

圖 1- 10 論文研究步驟 

設計方法 



第 9 頁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都會區及在地老化的定義 

都會區的定義： 

依行政院主計處對都會區分類定義： 

1. 都會區係指在同一區域內，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連結

與此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合為一體之市、鎮、鄉(稱為衛星市鎮 )

所共同組成之地區，且其區內人口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其餘略) 

2. 都會區以其人口數之多寡分為大都會區與次都會區： 

(1)  大都會區：其區內人口總數達一百萬人以上者。 

(2)  次都會區：其區內人口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一百萬人以下者。 

3. 都會區之名稱以區內人口數最多之中心都市名稱命名。 

本文中所指之都會區並不如上述定義一般的嚴謹，但泛指人口集中之都市。

因關切高齡者如何成功在地老化議題，而人口集中如都會區之高齡者，人數更多

老化議題更為重要且急迫，於是以都會區高齡者為研究對象。 

在地老化的定義： 

世界衛生組織表述健康概念：「健康是軀體、心理、社會適應和精神道德四

個層面的良好和完滿的狀態，而不是沒有疾病，不是肌肉發達，不是力氣大，不

是沒有痛苦。健康包括人的學習能力、思維能力、思想道德品質。」而「在地老

化」定義，則是指高齡者能夠安全地、獨立地且舒適地生活在自己家中與社區的

能力。而成功地在地老化（Successful Aging in Place）則是促進銀髮族在生理、

心理及社會適應等多方面的良好福祉（Wellbeing），讓銀髮族在家中與社區中能

享有便捷、安全、參與、又有自主尊嚴的良善生活品質，而非僅是沒有病痛的狀

態。(2015/12/14，苑守慈 健康大未來：在地老化的成功之道、時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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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的定義： 

泛指 65 歲以上的民眾，或 65 歲以下但議題與其需求相關者，皆納入定義。 

第二節、 國內外在地老化相關政策 

歐盟是全球人口結構老化程度較高地區，因此，對人口高齡化議題相當關注，

為提高世代間對高齡化的認知，曾指定 2012 年為「活躍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

(2012 European Year for Active Ageing and Solidarity between Generations，簡稱

EY2012)，並於年會總結的閉幕會議時，除通過 19 項後續推動指導原則外，同

時公布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合作開發完成的「活躍老化指數」(Active Ageing Index, AAI)。 

表 2- 1 聯合國活耀老化指數 

 

所以，政府除了推動長期照顧法及長期照顧保險法因應之外，也以預防勝於

治療的方式思維，鼓勵鼓勵企業及民眾，對自身健康維護及管理有所作為。然而，

與民眾健康息息相關的機構，除了國民建康署、健康保險署之外，就屬擁有龐大

資產的壽險公司，它有能力且有必要，投入促進民眾健康的事業，即可降低營運



第 11 頁 

風險，又可協助政府解決醫療資源不足問題。壽險公司可經由了解不同群組的需

求，設計更有價值的服務，整合所轄機構及策略聯盟，建構新的服務系統生態，

運用新興科技，提升便利性及全新體驗。整體而言，以新的商業模式吸引群眾使

用新的健康服務，達到身心健康的目的。有助於高齡者健康老化、縮短不健康期

間，以降低對醫療照護資源的需求，減緩照護資源不足的問題。 

 

台灣於「人口政策白皮書」高齡化部分，業已提出「強化家庭與社區照顧及

健康體系」、「保障老年經濟安全與促進人力資源再運用」、「提供高齡者友善運輸

與住宅環境」、「推動高齡者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及「完善高齡教育系統」等 5

大對策目標。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13 日核定「高齡社會白皮書」並於民

國 104 年 10 月 13 日公布,內容主要有： 

1. 高齡社會挑戰：包括人口老化速度快、家庭照顧壓力大、生活型態改

變多及社會價值變遷大。  

2. 高齡社會願景及具體理念：以建構「健康、幸福、活力、友善」高齡

新圖像為願景，具體理念包括「健康生活－延長健康時間，提升生活

品質」、「幸福家庭－永續長照服務，促進世代共融」、「活力社區－促

進多元參與、提高自我價值」及「友善環境－普及支持網絡，消弭障

礙歧視」。  

行動策略：共計 4 大面向、11 項策略及 28 個具體方向：  

1. 健康生活：包括健康促進保功能及醫療照護顧健康。  

2. 幸福家庭：包括完備長照減壓力、世代交流創天倫及生活無虞好安心。  

3. 活力社會：包括銀髮動能貢獻大、多元社參促圓夢及青壯接力迎未來。  

4. 友善環境：包括服務網絡真便利、食衣住行無障礙及歧視障礙盡破除。  

以高齡者全照顧政策藍圖與行動策略，由政府引導民間參與，達成下列 4

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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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長老人健康年數並減少失能人數。 

2. 落實為老人找依靠施政主軸。 

3. 減輕家庭中年輕世代照顧壓力。 

4. 促成銀髮產業發展環境與商機。 

 

衛生福利部在民國 105 年公布的「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提到，為

了使民眾由成年轉換生活型態的中老年階段，仍能享有健康、安全、活力、尊嚴

和自主的生活，參考 聯合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agnization of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OECD )活躍老化指標 (Active Age Index；AAI)，及老人健

康促進 8 大面向，訂定相關指標。訂定了九項精進策略及下列具體績效指標(如

表 2- 2)。其中各項指標之達成，須搭配在地老化政策，協助達成指標。 

表 2- 2 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績效指標 

項

次 
績效衡量指標 2013 年 

中程 

(2020 年) 

長程 

(2025 年) 

1.  
健康職場認證之職場之家數  18,000 家 22,000 家 

2.  推動高齡友善城市  維持 22 縣市 維持 22 縣市 

3.  
65 歲以上老人 

社會參與之比率 
42.3% 50.0% 60.0% 

4.  
65 歲以上老人 

規律運動之比率 

56.4% 

(2014 年) 
60% 65% 

5.  
65 歲以上老人 

跌倒(落)標準化死亡率 

23.3/ 

每 10 萬人 

23.3/ 

每 10 萬人 

21.3/ 

每 10 萬人 

6.  

40-64 歲國人 

有利用健康檢查之比率 

65 歲以上國人 

每年有利用健康檢查之比率 

59.1% 

 

 

63.4% 

 

44.8% 

65.3% 

 

45% 

7.  增加國人平均健康餘命  1.2 年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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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台灣缺乏照護人員得情況嚴重，人才也不易培養，預估 2017 年缺乏

照護員人力約 3 萬人(如表 2-3)，也是照護制度上極待解決的問題。 

 

表 2- 3 我國長照人力缺口 

 

資料來源:2016 年 05 月 16 日 魏怡嘉／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16000268-260102 

2017 年短少 3 萬人力 照護員缺很大 重病恐無人聞問(2016/05/16) 

 

日本： 

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行研究報告「高齡社會安全安心生活環境規劃之研究」

(靳燕玲 2015)， 有關在地老化議題，摘要整理如下： 

整體政策： .  

日本2012年制訂「高齡社會對策大綱」，該大綱的中心要旨為因應社會現況，

推動符合「人生 90 年歲月」的必要趨勢，具體措施方向揭示下列六項觀點： 

(1) 調整對高齡者年齡定義的思維： 

過去在大眾普遍的意識上，習慣採取將「65 歲以上視為高齡者」的觀點，

可能衍生高齡期就業障礙等課題，應加以調整。 

(2) 建立確保年老後感到安心的社會保障制度： 

特別指出世代間落差和同一世代內落差的問題，必須做到世代間不會感到

落差的「年輕世代和高齡世代平衡(yang old balance)」。 

(3) 強化高齡者的「力量」(意願和能力)： 

包括就業和消費相關的方向及對策，亦即從就業、消費市場及經濟層面，

活用高齡者的意願、能力和能量。高齡者的就業，相對於過往採取雇用到

http://0931172626.myku.tw/cgi-bin/big5/k/mbma?q99=20150930184120&time=02:36:04&q1=bimg&q2=10156659&q3=201605171239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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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的做法，主張必須進一步「以創建一個無關年齡，只要能動就繼續

工作的社會，亦即永不退休的社會為目標，且為了實現目標，將整頓就業

環境，以便能因應各種需求，機動採取不同的工作方式」。此外，須著眼

於高齡者的「消費能力」，藉由提供符合高齡者需求的服務和開發相關商

品，活絡高齡者的消費需求面，擴大支援高齡化相關產業和雇用人員。  

(4) 各地區的軟體社會： 

強化地區力量和創建穩定地區的對策，各地區受到產業結構變化、日漸都

市化、家族和人際關係的變化等影響，逐漸改變了樣貌，導致高齡者受到

社會孤立、孤獨死亡等問題愈益明顯，必須重現或重建地區共同體，當務

之急即是藉由「互助」加強「地區力量」、「同儕力量」，並在日常生活圈

範圍內，建立能不間斷且有組織提供醫療、照護、預防、居住、生活支援

等服務、一體化的「地區照顧系統」。  

(5) 地區硬體生活環境： 

打造安全、令人安心的生活環境。繼續遵照通用設計的概念，進一步整建

環境，以及建造醫療和照護、職場、住宅相鄰的集約型城鎮、提供高齡者

專用住宅、整建地區公共交通系統等。 

(6) 規劃人生的「準備」和世代間的資產「循環」： 

宣導從年輕時期開始就準備好踏入「人生 90 年歲月」，實現世代循環的概

念。強調讓高齡者健康、充滿活力過活的「準備」的重要性，並指出必須

採取從年輕時期開始，就維持好身體健康、自我啟發、工作和生活平衡等

措施。另外，也從高齡時期經濟自主獨立的觀點，強調生活中活用就業時

期所儲存的資產、該資產能夠適當繼承至次一世代等措施的必要性。 

具體措施： 

1. 實現在地老化之安全、安心社區體系 

日本 2007 年進行「有關老年人健康之意識調查」發現，41.7%的受訪

者希望在家中接受長期照顧，其次為 18.6%訪者希望入住長期照護老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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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設施，以及 17.1%受訪者希望住進醫院等醫療機關。這顯示高齡者需要

於日常生活中預防疾病，抑制相關病情的惡化，維持生活的醫療、長期照

護體系，亦同時希望在住慣的地方接受長期照護，持續原有生活。為此，

日本政府推動建置「地區總括性照護體系」，除了提供住宅以外，確保生

活的安全、安心、健康，於日常生活中適切地提供醫療、長期照護，以及

包含福祉服務等各項生活支援服務的地區體制。 

依據日本經驗，地區相互扶持的長期照護架構及理念透過「地區總括

性支援體系」、「活化社區共同體」及形塑「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精

神三方面，成為支持高齡者在地自立生活的重要基礎。 

2. 支持高齡者身心無礙之環境規劃  

環境規劃設計須考量高齡者需要的生活品質涵蓋身體及心理層面 

(1) 生理需求指維持生存及延續種族之需求，如：飲食、睡眠、性慾

等。 

(2) 安全需求：指受保護與免於遭受威脅，從而獲得安全感之需求，

如：困難求人幫助、危險求人保護、職業要求保障、病痛要求醫

治等。 

(3) 愛與歸屬的需求指被人接納、愛護、關注、鼓勵，以及支持等需

求。 

(4) 尊重需求：指獲取並維護個人自尊心的一切需求，如：被人認可、

讚許、關愛等。自我實現需求：指在精神上臻於真善美，追求至

高人生境界之需求，亦即個人所有理想全部實現之需求。 

(5) 個人的需求將沿著層級往上爬升，一層次之需求獲得滿足後，下

一層次之需求就變成主要的驅策力量，高齡者生活的最高目標是

能夠擁有自我實現的生活。  

3. 跨領域整合高齡友善環境法令及政策  

(1) 硬體環境與軟體照顧法令制度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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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齡社會對策大綱」(2012 年 9 月 7 日閣議決定之修訂版)係依

據日本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1995 年制定)第 6 條制定，其中「政府針對高

齡社會的中長期基本綜合指南」提出「打造安全、令人安心的生活環境」

方向。 

從軟體層面：藉由「互助」加強「地區力量」、「同儕力量」，並在日常

生活圈範圍內，建立能不間斷且有組織提供醫療、照護、預防、居住、生

活支援等服務、一體化的「地區照顧系統(care system)」。 

在硬體層面：「打造安全、令人安心的生活環境」。 

從地區社會生活環境層面：遵照通用設計的概念，進一步整建環境，

以及建造醫療和照護、職場、住宅相鄰的集合型城鎮、提供高齡者專用住

宅、整建地區公共交通系統等方向。  

推動策略即包括居住環境、住宅、移動和交通系統、資訊通信技術(ICT)、

飲食生活、生活援助、醫療和照護系統、就業、生存意義、生活規劃等。  

以地區總括性支援為本的居住環境與支援服務一體化的概念下，日本

發展出新型「含服務的高齡者住宅」應運而生，這是在無障礙的住宅裡附

帶生活諮商服務的高齡者租賃住宅，配合長期照護保險服務。建商投資興

建此類含服務的高齡者住宅，只要符合一定的要件，即可獲得建築費的補

助，以及税金減免措施，以鼓勵民間企業參與此項事業。 

(2)  福祉服務的在宅化與一體化  

以日本經驗為例，申請養護老人院的人數達 42.1 萬人，加上候補者的

數量眾多，儼然形成問題。有 6 成高齡者希望在自己的家度過生命的最後

一刻。基於健康促進的考量，尊重本人的意思，在自宅也可接受醫療、長

期照護服務，能夠在住慣的社區生活到生命的最後，因此，推動居住環境

與照護環境的一體化更顯重要。  

日本推動福祉服務居家化的過程，在 2010 年修改長期照護保險法，基

於「地區總括性支援體系」的理念，充實居家醫療、長期照護、生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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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居住等日常生活範疇，推展即使是需要照護的狀態，也能繼續在自

己家生活的架構。透過居家醫療與居家長期照護整合，可將自己的住家為

中心，365 天 24 小時，接受縝密的醫療、長期照護服務，而且可在人生的

晚期，持續居家生活。 

(3) 社區無障礙生活圈 

前述實現 Aging in Place（在宅老化），首先要以「住宅」為基本，實現

高齡者所希望的生活形態，例如重度失智症患者，即使本人希望在自己家

生活，但居家生活可能有相當的難度。在這情形下，地區的團體家屋（Group 

Home）等可接受專業度高的照護的設施，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類團體

家屋，過去多設在地價便宜的郊區，未來將利用廢校的小學改建為地區密

著型團體家屋等設施，可維持與家屬、鄰居之間的交流，春節等團圓的時

節可回到自己家中團聚，來營造高齡者可維持自己生活品質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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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日本長岡 Ko-bu-shi-en 社區無障礙生活圈架構 

資料來源：東大高齡社會教科書(2014) 

 

理想的居住與居家醫療合作的地區總括性支援一體化的措施，是高齡者徒步

可達的生活範圍內（例如都市部約莫人口 2 萬人的中學學區範圍）發展。例如，

以小規模多機能型居家長期照護支援設施為核心，配置無障礙的小規模集合住宅

及團體家屋，提供全天候所有照護服務的地區據點，有 24 小時訪視照護、夜間

的訪視照護。 

以生活圈的概念為前提下，推動以社區生活空間（Community Living）為目

標的境界，必須透過以下措施來達成：  

(1) 守望相助與生活支援  

落實社區的居民互助型照顧，能夠讓高齡者在住慣的地區安心生活的社

區規劃，不僅需要前述的居住與醫療、長期照護服務的合作機制，地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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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照應及交流中彼此幫助，才是社區規劃的基本要素。 

(2) 創造具意義的機會與場合  

對於高齡者的健康最能發揮功效的是居民之間的交流，長久以來互相信

賴的地區居民們，是一起走過人生的重要夥伴。社區咖啡廳、餐會、在田裡

幫忙收割、地區的傳統行事、文化守護活動、鄉土料理講習會等，對高齡者

而言也是生活意義，感到自豪的事。  

(3) 充實人行環境、公共交通與公共空間  

對高齡者而言，步行是保持健康的基本要件，可防止身體機能下降。因

此，營造易於步行，利於外出的環境更為重要。 

(4) 社區生活空間與社區管理  

高齡社會的社區規劃之最終目標是地區裡的居民們相互幫助，將生氣勃

勃生活的社區團體家屋化，藉此營造社區生活空間。訴求重點會是將分配在

社區活動上。例如，退休後的高齡者，成為當地的志工，參與生活支援的工

作也是很重要的。 

(5)  跨齡集合住宅社區規劃  

為了社區的永續經營，需要每個年齡層的居民都健康充實地生活。例如，

高齡者設施與托兒所或幼稚園設在一起，高齡者的生活將更有活力，孩童也

能在多種價值觀當中接受教育。 

 

長照人力議題： 

日本也有長期照顧人力短缺的問題，但不大量引進外勞。主要是兩大考量：

擔心影響長照這行的社會形象、不希望本國照服員的薪資水平被拉低。 

日本的長照人力主要來自介護福祉士（台灣稱為長期照顧服務員），目前約

130 萬人，預估到 2020 年，人力缺口將達 20 萬人。 

日本的介護福祉士必須取得國家證照，具備資格但沒投入介護工作的約 52

萬人、占比 40%，政府的想把已取得資格但沒投入這行、或是已經離職的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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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號召回來。日本政府推出一項措施，介護人員投入職場，可向政府借款 20 萬

日圓、零利率，只要順利做滿兩年，貸款就不必償還。 

和台灣一樣，日本介護福祉士（台灣稱為照顧服務員）的薪水，也有待遇偏

低的問題。厚生勞動省統計，任職不滿一年的福祉設施介護員，男性月薪為 17.95

萬日圓、女性為 17.64 萬日圓，兩者皆低於日本整體產業平均月薪 19.22 萬日圓。 

國家已透過資格考試來提升地位，但意識的改變需要時間，估計要 20 年才

有辦法翻轉。 

 

芬蘭： 

芬蘭中部一個人口只有八萬人的大學城：佑華斯克拉（Jyväskylä），每年花

市政預算百分之二(兩億五千萬元台幣)，來推動運動保健。一年聘請十三位運動

教練、四十位物理治療師，和七十位領時薪的體育科系學生，幫助老人做適當的

運動。其中特點包括，設計運動處方、做爆發力測試、運動前暖身及運動後緩和

以減少疼痛、運動訓練員經過合格檢定、具溝通及幽默感，會鼓勵學員勇於嘗試

各種訓練動作，產生成就感之後則願意繼續練習。不但老人因此更健康，也可以

減少醫療上的支出。而其老年生活目標是：只有臨終前的兩星期才躺在床上。 

 

挪威： 

安養院讓老人發揮專長做手工藝品、義賣等，呈現自己的價值。口述歷史讓

學生了解過去的歷史更生動，美術課與老人一起做將老人所說的畫出來、陪老人

散步、與小學生一起做飯、運用宗教及社會團體將老人相互幫助及關心。居家徹

底執行居家照護，提供用藥建議及量血壓，有必要時帶回健康中心照顧。以獨立

自主為原則，讓老人為自己做一點事，養成獨立的習慣。提供餐點並注意營養，

吃住有一定品質，陪買菜及逛街，有個人隱私。 

老人可以協助募款，製作些小禮物協助募款，參與各種科技用品設計，提供

建議，更符合老人使用。辦音樂會、展覽會及演講，充實心靈及跟上時代，也提

供一些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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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高齡產業現況 

麻省理工大學的實驗室(AgeLab)，專門探討如何爲老年人提供針對性產品設

計，該實驗室的主任 Joseph Couphlin 在著作 The Upside of Aging 中提到關於 21

世紀老年市場的坐標體系： 

 

 

圖 2- 2 Mapping Innovation Markets in an Aging Society 

（隨着老齡化進程之加劇，在私人部門以及公營部門出現的新機遇） 

X 軸代表的是「誰提供服務」，從左到右分別是私人機構和公營機構。而 Y

軸所代表的是「誰是付費者」，從下到上分別是私人和公家。 

 

仔細觀察這幅圖，我們不難看出有四類新興市場成爲老年服務的巨大潛在市

Health Care 

Home Base Care 

Aging in Place 

Senior Housing 

Education 

Livable Communities 

Transportion 

Wellness and Well-Being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Social Networking 

Volunteering and Legacy 

公費 

自費 

政府機構 私人機構 

http://agelab.mit.edu/
http://agelab.mit.edu/people/joseph-f-coughlin
http://as.wiley.com/WileyCDA/WileyTitle/productCd-11186920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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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1. 扶弱市場（supporting market）, 主要是幫助老弱病殘的人士解決生活基本

問題。 

2. 基礎設施市場（enabling market），主要是交通、社區、住房等對老人更加

友善的基礎設施。這個市場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也有越來越多私人企業

在進入。很多時候老年人不是沒有能力消費，而是無法很方便去到他們想

去的地方，私人企業就可以填補其中的市場空缺。 

3. 生活方式市場（lifestyle market），主要是指老人通過新的科技等來展現自

我的市場。科技企業看到了這一市場空缺，開始研發這一方面的產品。例

如：新創企業就專門研發一些認知訓練產品，讓認知障礙症患者也能透過

手機程式以及電視與家人保持緊密聯繫。 

4. 社會影響力市場（social impact markets），主要是指老年人利用自己的時

間和智慧來服務社會的市場。讓已經退休或者即將退休並且心有餘力的人

士一起思考，如何開啓自己的事業第二春，開創對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力的

事業。比如 Encore Career 就是最佳代表。 

即使是在企業內部，有一些較有願景的公司也開始推行一些新的公司政策，

以促進跨代合作和團結。這樣的公司爲了挽留經驗豐富的老將，會專門設計一些

激勵措施，在獲得年長員工青睞的同時也不至於引起青年員工的反感。而大力推

行這樣一種 age-friendly 政策的公司也會使得公司裏的年輕人可以較有彈性地規

劃自己的職業生涯，而不必單純考慮沿着傳統的職業階梯往上爬。作爲一個企業，

怎樣才能設計出能夠同時滿足不同年齡層用家需要的產品和服務，而且要讓新興

的一代老年消費者感到興奮？創造老年新市場？政府和非牟利團體在促進這樣

的創新過程中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  

 

 

國內長照產業： 

依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在「推動銀髮服務業產業化發展」研究

http://enco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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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整理長照相關產業如下列：  

表 2- 4 我國長照相關產業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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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也面臨下列機會與挑戰： 

其機會包括：華人市場的鄰近性以及其規模、臺灣與日本的產業互動關係良

好，可以從中習得事業經營、管理、服務訓練等經驗與制度，以及兩岸的經濟互

動頻繁，有助臺灣企業開發中國大陸之消費市場等，皆為臺灣發展長照安養產業

的特殊性與優勢所在，係為其他國家所未有的發展機會與要素。 

其挑戰尚有：社會對於長照產業的印象不易扭轉、福利相關法規的配套及稽

查機制尚未完全，以及長照產業的商業模式尚不清楚，因而也難以進行在地化的

服務模式調適，此外，從業人員的培養，以及服務品質難以維繫，亦是可能遭遇

的問題與挑戰所在。 

藉由目前產業發展之機會，除相關法規仍由政府陸續研擬或推動修法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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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長照安養產業亦應從根本面探討，由人力問題、人才培訓議題等開始規劃改善。

人才制度問題多由上述提到的社會地位、專業水平，乃至於跨業專業不足等 

 

保險業的處境： 

網路科技廣泛且深入的運用在生活上，在此一趨勢下，保險業將面臨保險業

以外的異業競爭。據 BCG 及 Morgan Stanley 公司的研究報告(BCG , Morgan 

Stanley; Sep 8 2014;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a Digital World)，保險業與其他行

業比較，在客戶的經營上，已面臨下列挑戰： 

 消費者與保險公司互動機會少於一般任何行業(百分比列表) 

 消費者體驗(57%)也低於一般行業水準(66%) 

 網路業者整合上下游供應鏈，建立生態體系，跨業與保險業競爭，例如樂天

保險 

表 2- 5 保險業在數位環境下的優勢、劣勢、機會與挑戰： 

優勢 

1. 知名度較高 

2. 善於處理定價風險 

3. 對理賠模式有全面詳盡的了解 

4. 廣大的客戶群 

5. 面對面行銷掌握到位 

6. 消费者信任度高 

劣勢 

1. 消费者互動頻率有限 

2. 傳統的資訊系統操作複雜 

3. 數位消費者體驗落後於其他行

業、在理賠方面尤其明顯 

4. 銷售通路之間的衝突 

 

機會 

1. 開發新型態商品，以滿足尚未滿

足的消費者需求 

2. 交叉銷售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3. 新出現的風險，例如網路風險 

4. 營運效率的變化 

5. 進一步改善，向客戶提供各類型

服務。 

挑戰 

1. 異業競爭者進入保險市場的風險 

2. 顛覆性商業模式，例如：點對點

行銷(P2P) 

3. 保險業並非生態系統的主導者 

4. 風險規模在網路世代資訊技術的

影響下，不斷縮小 

5. 後期技術採用者，將面臨逆選擇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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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保險業面對數位時代的發展樣態圖 

以圖 2-3 呈現出保險業面對數位時代的來臨，未來發展的樣態。分別以生態

系統商業模式運用的程度(縱軸)、鄰近進入者保險產業的程度(橫軸)來定位，有

七種樣態，分別說明如表 2-6： 

表 2- 6  保險業面對數位時代的發展樣態說明表 

代號 企業名稱 樣態說明 

A 一般傳統保險公司 維持現行方式，提供整個價值鏈  

B 
平安保險公司 

(中國) 

透過科技及服務，建立生態圈，擴大提供價值

鏈 

C 銀行保代或中間人 與鄰近進入者結盟，提供價值鏈中特定元素 

D 
State Farm & ADP 

Partnership 

與鄰近進入者結盟，提供聯合價值鏈服務 

E 

 

Automatic OEM 鄰近進入者排除保險公司部分價值鏈，例如：

定價及分銷 

(此商業模式尚未明確) 

F 
The AA 鄰近進入者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全面且直接

的與保險公司競爭 

G 
樂天 鄰近產業擁有自己的生態系統，並獨立於現行

保險公司，另外提供保險商品及服務 

國內的保險業者，也當面臨此一趨勢而須轉型因應，運用集團及策略聯盟，

建立生態系統，整合資源設計新體驗來滿足客戶，持續鞏固市場。而結合健康服

務、高齡照護、信託、養生住宅及生命禮儀等服務，結合政府政策，有助於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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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心在地老化，也能降低理賠率及社會醫療成本。 

第四節、 國人對高齡化時代的因應 

依據台北市社會局 103 年調查，台北市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摘要如下： 

表 2- 7 台北市社會局 103 年台北市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摘要整理) 

構面 主要發現 

身心健康 

65 歲以上老人，身心健康變化不大，但是，體檢比例下降 

 體檢率為 53.1%(下降 7%) 

 高血壓、糖尿病、白內障、關節炎、攝護腺肥大等為前五名。 

 15.7%上下樓梯有困難、11.7%行走有困難、估計 7.7%失能

(ADLs)。 

 估計 3.5%有憂鬱傾向、6.4%有認知困難。 

社會支持及社

會參與 

 以看電視(66%)等靜態活動居多、參與進修及志工等社會活動程

度低。 

 配偶及子女為家庭主要成員，配偶(59.5%)、與已婚子女同住

(34.2%)，年齡越高則有外勞同住。 

 當生活無法自理時，也僅有 12.2%有考慮住進養護機構。 

經濟保障及居

住需求 

 僅 10.3%仍在工作，89.7%沒有工作，其中 13.3%有意願工作，

想工作中有 12.3%希望做兼職工作。 

 經濟來源以退休金及子女奉養為主，生活開銷以吃飯、水電及醫

療費用為主。 

 有 18.3%覺得生活費不夠用，逾半會找兒女提供經濟協助，也有

6.6%定期或不定期提供子女經濟支援。 

 每月生活費約為 20,000 元，較 98 年增加 6,500 元。 

 本人及配偶有儲蓄或財產者，分別為有 78.2%及 47.3%。 

 擁有房屋者，本人及配偶分別為 46.%、16.7%，22%為子女擁有。 

 以房養老：65 歲以上僅有 19.6%考慮辦理。60 歲至 64 歲 59.7%

支持此政策，26.7%考慮辦理，有增加趨勢。 

老年福利措施

認知與需求 

 對老人服務訊息接收管道較缺乏，除了電視(42.9%)以外，多仰

賴人際傳播：鄰、里長(24.7%)、鄰居(23.6%)、報紙(21%)。 

 對各類老年照護機構的認知度較 98 年增加 12.3%，但表示不願

進駐的比例也上升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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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了下列建議措施： 

1. 及早思考有關老人憂鬱及失智或認知障礙因應措施 

2. 加強老人自主健康管理意識 

3. 重視老人單獨就醫安全問題 

4. 加強推廣共餐觀念、考慮增設老人共餐地點 

5. 鼓勵老人社會參與，嘗試從社區著手 

6. 提供銀髮族就業機會與配套措施 

7. 因應在地老化需求，加強社區支持系統，如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並增

加對獨老、雙老及僅與外勞同住者，提供關懷及相關服務 

8. 及早進行以房養老相關規劃，以因應未來可能需求 

另外，依內政部社會司（2009）「中華民國 98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顯示，

55~64歲或 6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有近 50%的長者依靠自己為主要的經濟來源，

有 32.43%的高齡者須要仰賴子女與親屬的奉養，而須要配偶或同居人提供經濟

的高齡者約有 9.63%，以及約 9.58%的人須仰賴政府補貼。因此，在少子化的人

口結構持續發展下，須設法增加儲蓄、基金、保險等投資理財之能力，健全退休

撫恤金、政府福利救助制度，同時促進高齡者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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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65 歲以上高齡者平均每月可使用生活費 

對 55~64 歲這群未來的高齡者而言，「自我實現」是退休後的主要目標，注

重「四處旅遊」、「志願服務」、「宗教修行」與「知識傳遞」等。而對老年生活擔

心的問題，主要是「自己的健康問題」、「經濟來源問題」、「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

以及「配偶的健康問題」等，由前四大擔憂問題可再次凸顯出高齡者需求的特殊

性，是多注重健康管理等議題。然高齡者不僅是在生理上有擔憂及需求，在心理

上亦有其生涯規劃等其他關注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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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55~64 歲國民對未來老年之生涯規畫情形 

 

圖 2- 6 國民對老年生活擔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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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生活自理的情形顯示，2009 年時約有 16%的高齡者在生活起居的自

理上感到困難，如圖 2-6 所示。依高齡人口將持續呈現成長的趨勢，意味著未來

將有愈來愈多的高齡者在生活起居上，如：上下樓梯、洗澡、走動、穿鞋衣褲、

移位、個人衛生、飲食與餐飲等，將出現大量的需求。 

 

圖 2- 7  65 歲高齡者生活起居活動自理困難百分比 

 

健康方面，較能自理的高齡者在生活層面有所需求，而較無法自理之高齡者

的需求，則在醫療照護、長照機構、照護人力等資源需求較大。據經建會統計，

臺灣 2008 年的高齡失能人數約達 40 萬人，其中將近 85%的失能者集中於 65 歲

以上之高齡者。推估到 2028 年，臺灣失能人數更將成長 1.23 倍，達 93 萬人，

65 歲以上高齡者占比更將高達 90%，顯示儘早規劃及推動銀髮服務產業之「長

照安養產業」積極發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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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 高齡者失能人數比例成長 

另外，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偏低，與其他各國相比(如圖 2-8)，台灣僅 8.68%，

相較於韓國 31.9%、及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統計各國平均也有 13%以上。

我們應對六十五歲退休的觀念提出挑戰，讓老人持續參與社會，才能協助高齡者

有能力及安心在地老化。退休後若失去社會互動及人際交流，整體活動量下降，

沒工作就什麼都沒了。老人勞參率也是活躍老化重要指標，提升我國老人勞動參

與率，一旦老人有固定收入，也較捨得花錢，亦能刺激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

一舉數得。 

 
圖 2- 9 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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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是什麼? 根據 Tim Brown 曾在 HBR 發表文章中的描述與定義：｢

設計思考是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

業的可行性。｣ 設計思考，不同於傳統的科技思考，它是一種「發想」、「構思」、

「執行」的過程，發想本質「生活化」，構思過程「專業化」，執行成果「普遍化」，

其中的思考過程包含三大要素「洞見」、「觀察」、「同理心」，以及「可行性」、「存

續性」、「需求性」三大準則。 

根據史蒂芬摩瑞茲(Stefan Moritz)在 2005 年提出：”服務設計思考有助於創

新服務，或者改善既有的服務，讓服務更有效率、可行性更高、更符合客戶的需

求，同時對組織更有效率”。而布里斯梅格(Birgit Mager)在 2009 年提出：”服務

設計的目的在於確保服務的內容是有效的、具有可行性、被顧客所需要的，同時

對於服務提供者來說，是具有效率、有效果、有特色的服務”。 

馬克史蒂克敦(Marc Stickdom)提出”服務設計思考的五大原則”，包括： 

1. 使用者中心(User-Centred) –服務必須以客戶的體驗為主； 

2. 共同創造(Co-Creative) –所有利害關係人都應該加入服務設計的流程； 

3. 按順序執行(Sequencing) –服務必須是一連串彼此相關的具體化行動； 

4. 實體化的物品與證據(Evidencing) –無形的服務必須轉化為實體的證據； 

5. 整體性(Holistic) –必須將整體環境全部納入考量範圍。(這就是服務設計

思考P.34，2013) 

服務設計的程序，依照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Stanford D-School)提供 4-D 架

構，也就是 Discover-Define-Develop-Deliver(探索-定義-發展-執行)的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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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 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Stanford D-School)提供 4-D 架構 

 

另外，服務設計的程序的 4-D 架構，在 Define(定義)階段中不斷使用到分析

重構(Reframing)。對於重新建構(Reframing)的定義如下：「建構是每個人看待事

情的眼光，也是每個人解釋事情的依據與原則。諮商師將個案描述的事件重新詮

釋後，指出新的正向意義，是一種以新的視野來詮釋原有問題的一種諮商技術。

重新建構的假設為當個體對原來的問題以新的眼光來解讀時，會改變個體對問題

的意義，以及會產生新的觀點。」(教育 wiki，2014)。以及苑守慈博士對

於”Reframing”的定義如下：「A method of shifting semantic perspective to see things 

in a new way. 

1. Re-embed a product/system/service in a new(and not necessarily logical) 

situation;  

2. Explore associations and hidden links to andfrom the center of focus. 

3. Extrapolate likely user goals. 

4. Extrapolate design implications.」 

(Soe-Tsyr Yuan，科技化服務設計，2014)。 

在地老化數位生態系統的概念雛型(如圖 2-11)，將科技融入服務設計，為高

齡者尋求更便利幸福的生活型態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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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 在地老化數位生態系統概念雛型圖 

2016 年 1 月 MIT Media Lab - Beyond Smart Cities 中，苑守慈博士的報告

Creating a Digital Ecosystem in Cities for Successful Aging in Place 提到在地老化

的數位生態系統(如圖 2-11)，可以做為在地老化整合數位科技及服務規畫藍圖。 

而在如何以科技結合生活，增加高齡者生活的意義方面，也有具體的雛型(王祖

韵、苑守慈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Practice" 

and " 2015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如圖 2-12 及圖

2-13。經由諮詢及訪談，了解高齡者對生活生面得看法，設計活動來增強其對生

命的意義及生活目標，透過隨身裝置紀錄活動將資料即時傳回管理系統並提供活

動修正建議。 



第 36 頁 

 

圖 2- 12  Conceptual Framework：Achieving Life Meaningfulness through 

Strength-Based Activity Intervention: the Baby Boomers’perspective 

 

圖 2- 13 System Architecture ：Achieving Life Meaningfulness through 

Strength-Based Activity Intervention: the Baby Boomers’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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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針對研究目的，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架構與方法，根據前述對高齡者

在地老化的生活型態、國內外相關產業的探討，高齡化議題複雜且相互關聯，而

其中健康的身心靈是一切的基礎，也是追求的目標。因此本論文所要研究的議題

如下，採用”設計思考”方法進行成功在地老化的研究: 

1. 如何啟動高齡者想突破現有生活束縛的意念，落實以健康生活為依歸，並能

持續下去。 

2. 探討現行老化議題，尋求活化現有資源及創新用用的機會。 

3. 將國際的在地老化經驗，參考國內的需求及環境，予以在地化設計並與科技

結合，增加方便及幸福感。 

本章規劃的研究架構會依據下列四個步驟進行，分別是探索(Discover)、 定

義(Define/ ideate)、發展(Develop/prototype)以及實現(Deliver/ test)的服務設計過程。

所以在做法上會先透過觀察與訪談找出關鍵問題、釐清可能的機會、分析潛在心

理層面的需求，透過反覆不斷地檢視(Reframing)，抽離出關鍵的洞見(Insight)並

以此繼續發想，發展出服務雛形的創新想法(How Might We)，幫助使用者解決問

題。 

之後將此雛型提供使用者使用並了解彼此之間如何互動，以收集更多的意見

回饋，持續修正原本的服務設計，以下各小節將以”設計思考”的步驟來說明健康

照護創新服務設計的研究過程。 

第一節、 探索機會 (Discover Opportunities) 

一、 服務設計問題 

本論文於第一章提到的議題「如何提供都會區高齡者一個健康、安心的生活

型態。」為研究的服務設計問題。將目標客群聚焦在都會區的高齡者，作為本研

究分析的關鍵使用者。 



第 38 頁 

 

二、 決定本服務的價值主張的範圍 

本研究採用三個維度，分別是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策略方向(Strategic 

Directions)、顧客的活力化(Customer Empowerment)等。來定位在地老化創新服

務的價值主張範圍，如下圖 3‐1 (Kwan & Yuan2010) 模型。 

利害關係人的面向包含：服務提供者、員工、合作夥伴、顧客、社區及社會，

策略面向包含：經濟、社交、政治及社會。顧客活化能力以第 4 級為目標，意即

－客戶驅動服務價值網絡(Customer Driven Service Value)，顧客及服務提供整能

找到各自的群組並能建構出一個平台上溝通及討論。 

 

 

 

 

 

 

 

 

 

 

 

 

 

 

 

 

 

 

 

三、 脈絡洞察與理解 (Understand) 

為了收集更多樣的使用者需求，本研究針對不同的服務對象進行訪談，以收

集這些使用者對於在地老化不同的需求，以作為後續分析的基礎，訪談的對象如

下。 

Stage of Customer Empowerment 

1          2           3           4 

 

Society 

Community 

Customers 

Partners 

Stockholders 

Employees 

Service Provider 

St
ak

e
 H

o
ld

er
s 

圖 3- 1 創新服務價值主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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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訪談對象一覽表 

編號 類別 Stakeholder 訪談對象 

1 Customer(客戶) 

Extreme User 

(重度使用) 

70 餘歲、女士、老師退休 

 

Extreme User 

(極少使用) 

60 餘歲、男士、主管退休 

Normal user 

(一般使用) 

60 餘歲、男士、職員退休 

2 

Customer’s Social 

Network 

(客戶的社會網絡)  

老人基金會 

照護中心 

專員 

主管 

3 
Service Provider 

(服務提供者) 
在地老化服務提供者 壽險公司 主管 

4 

Service Provider 

Network 

(服務提供者的社為

網絡) 

高齡者家屬 高齡者家屬 

週邊業者 保全公司 主管 

週邊業者 
照護中心 主管 

 

第二節、 服務定義(Define) 

一、 同理心地圖 

同理心地圖(Empathy Map)是由美國史丹佛大學 d.School 所發展出來的一套

圖像化思考工具，從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思考，同時將目標使用者訪談之後的需

求依據”說(Say)”, “作(Do)”, “想法(Think)”, “感覺(Feel)”四種類型來分類，同理心

地圖協助設計者深入理解使用者的需求，以此作為服務設計的依據，以下說明此

四種需求分類的意涵。 

其中，訪談的原則如下： 

 說(Say): What are some quotes and defining words your user said? 

 做(Do): What actions and behaviors did you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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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Think): What might your user be thinking? What does this tell you 

about his or her beliefs? 

 感覺(Feel): What emotions might your subject be feeling? 

 

1. 整理個受訪者之同理心地圖如下： 

A.高齡者(Normal user)同理心地圖：退休主管(男、61 歲) 

Say Think 

1. 健康情形還好，每天早上跑步或快

走一小時。 

2. 有兼職工作，但不必每天上班。 

3. 在家整理花木，也很有樂趣。 

4. 親朋好友有些以投資理財，股票、

期貨、選擇權、基金等，賺錢的不

多，但有話題可聊。 

5. 男生比較不愛揪團活動或運動，因

工作關係擔任主管或老闆，較愛面

子。(與 Think.1 衝突) 

6. 現在購買商業保險已無法承保，且

無力負擔保費。(與 Think.2 衝突) 

7. 若以累積點數換優惠來鼓勵運

動，會有持續運動的動力。 

8. 日本的便利商店，可以將便當送到

高齡者的家中，是滿體貼的做法，

企業形象很好。 

9. 社區可以由委員會自行經營本身

的需求，創造收益及就業機會，營

收共享。 

1. 運動要有夥伴同好，才會有動力及

持續。(與 Say.5 衝突) 

2. 擔心年老生病，會拖累小孩。(與

Say.6 衝突) 

3. 不敢奢望能得到政府多少照顧。 

Do Feel 

1. 言談及動作輕鬆，沒甚麼生活壓

力。 

2. 兒子已上班能獨立，也訓練女兒獨

立，但會多陪陪他們。 

1. 生活過得去就好，健康自在最重

要，不要過得太緊張。 

2. 上班族大多是為了生活而工作，面

對上司、客戶及時間的壓力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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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經想經營簡餐咖啡店，但景氣差

不宜貿然投入。 

為生活而生活才是最好的。能自主

安排的時間，做想做的事，是最大

的價值。 

3. 很幸運在上班期間理財得宜，現在

才有能力過自主的生活。 

 

B.高齡者(Normal user)同理心地圖：退休人士(男、65 歲)  

Say Think 

1. 健康情形不算好，有椎間盤突出問

題。健康情形走下坡。 

2. 運動時間不多，早上 7 點多出門，

回到家已經快 10 點。 

3. 贊成安樂死，不要躺在病床上太

久。(與 Feel.2 衝突) 

4. 以夫妻兩人生活 20 年，退休金應

該要有 1500 萬才夠。 

5. 現在購買商業保險已無法承保，且

無力負擔保費。 

6. 沒感受到政府對健康促進有甚麼

具體措施。 

1. 擔心年老生病，會拖累小孩。(與

Say.3、Say.5、Think.5、Feel.4 衝

突) 

2. 希望有遠距醫療，到家護理照顧等

服務。 

3. 未來當義工很有意義，也想去旅

遊。 

Do Feel 

1. 言談及動作較緊張。 

2. 還在工作，屬於派遣人力，有任務

才有工作，較沒有保障。 

1. 生活壓力大，工作努力表現，深怕

失業沒有收入。 

2. 現在仍努力工作，為了存老本好退

休，但距離還很遙遠。 

3. 因親人罹癌治療費用而負債，目前

只想還清債務，但仍樂觀開朗。 

4. 假日有時間，但仍沒去運動，因為

懶得動，且須有人一起，才有動

力。(與 Think.1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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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高齡者(Extreme user)同理心地圖：退休老師(80 歲) 

Say Think 

1. 住在公寓 4 樓，剛搬過來時，上下

樓梯需橫著走，經過多年游泳及多

活動，現在已經能正常上下樓梯，

但一天頂多走兩趟就好，避免太累

了。 

2. 訊息大多是鄰居或社團朋友告

知，鄰里活動只有參加一年一度春

遊，其餘很少聯繫。 

3. 希望都市更新，改建電梯大樓。(與

Think.1 衝突) 

4. 家裡浴室有防滑及扶手。 

5. 眼睛有白內障，開過刀，視力還

好。 

6. 先生已經不在，透過參加活動，多

結交朋友及培養攝影及畫畫，不會

孤單無聊。 

7. 有退休俸，較不擔心生活經濟問

題。 

8. 社會大學課的課程不錯，很多元。 

9. 許多朋友仍不用 3C 產品，或者頂

多帶著舊式手機，接家人電話，很

少用手機。(與 Do.2 衝突) 

10. 親友們不太願意參加社團，大部分

時間是看家。管太多兒女的事，不

能改變什麼，反而讓自己不開心或

沒辦法有自己的生活。(與 Feel.3

衝突) 

1. 天下無絕對的事，不要期待別人，

失望時心情起伏大。(與 Say.3 衝

突) 

2. 心態比較重要，有錢不一定快樂，

反而斤斤計較。 

3. 很少管兒女的事情，照顧好自己的

最重要。自己健康、心情愉快，就

是給兒女放心。 

4. 到新環境時，常被問到年齡，稱呼

也由阿姨轉變為奶奶，但並不在

意，應該是年紀大但有活力且開

朗，引起大家注意。 

Do Feel 

1. 談吐悠閒自在，表達及思路清楚。 

2. 使用智慧型手機，用 line 及相機得

1. 有父母及家人照顧時，身體並不

好，他們不在了，環境使然要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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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應手，不同於一般高齡者。(與

say.9 衝突) 

3. 聽到台灣民眾不健康年數大約

7~8 年，仍會擔心不安。 

4. 不吃健康食品，因為其中仍會添加

其他不必要的成分。以均衡飲食

(魚、肉、豆、蛋；澱粉、高/低蛋

白質等)及運動活動來維持健康。 

5. 仍可烹飪三餐，由子女購物。 

改變及調適。很幸運遇到許多貴

人，帶領參加活動後，改變很多，

非常感恩，能照顧自己，活得健

康、自主。 

2. 「兒孫自有兒孫福」，說來簡單，

做起來困難，對兒女關心就好，不

要管太多，走出去、參與活動、結

交朋友，心情好，身體跟著好。(與

Say.10 衝突) 

3. 過去曾邀親朋一起參加活動，但大

都不熱衷或不長久，後來，一個人

參加社團活動，比較會結交新朋

友，生活圈容易擴大。和認識的人

一起參加活動，反而不會。 

4. 多接觸一些比自己年紀輕的人，反

而聊得更多。 

5. 人行道不安全，腳踏車、機車太

多，應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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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失智症家屬(extreme user)同理心地圖：商店老闆(51 歲)  

Say Think 

1. 失智症是不可逆的病症，只能延緩

不能治癒。 

2. 失智者一般存活 8 年至 12 年之

間，不同階段有不同病徵，中段

時，症狀明顯且活動力強，最難處

理。 

3. 失智者行為異常，狂買東西、訂購

房屋、害怕密閉空間、打人、亂指

控等，嚴重時需一對一專人照顧。 

4. 家人因此搬離原社區，住進醫療機

構。 

5. 應注意防跌倒，跌倒後活動量降低

肌力不夠，會加速老人死亡。 

6. 透天厝及無電梯公寓，跌倒風險高

應改為電梯大樓、浴室防滑及加裝

把手等。 

7. 高齡者參加社區活動並不多，社區

有很少主動邀約。(與 Feel.6 衝突) 

1. 承擔家人的失智症狀，是在了解因

果，然後化解因果。 

2. 起初不諒解父親的行為，認定是病

症後才較釋懷。 

3. 政府應研究失智症結果導入政

策，民間機構不一定要獲利。 

4. 請政府培養更多失智症照顧人

力、增加床位、提供更多喘息服

務。(與 E.Feel.1 衝突) 

5. 退休是快樂還是恐懼不安，因人而

異，觀念及想法很重要。 

6. 以寵物來陪伴高齡者，既可解決棄

養問題及讓老人孤單的問題。 

Do Feel 

1. 情緒較激動且手勢動作大，侃侃而

談。 

2. 改變習慣，降低自由基，運動、不

熬夜、用濾水器喝乾淨健康的水。 

1. 家有失智者是長期且艱辛的磨

難。一般民眾面臨失智症，應更艱

苦，生不起這種病，應有一些社會

陰暗面沒被公開。(與 Feel.6 衝突) 

2. 很感謝太太一起承擔及體諒，小孩

也很懂事。 

3. 父親過世後，感覺如釋重負。 

4. 台灣照顧失智症資源極度缺乏，不

論都會區或鄉村，僅衛福部台中醫

院有專門為失智者設計完善之環

境。 

5. 退休後的需求及活動其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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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有些會運動、有些宅在家理，

看電視、養寵物、照顧花草等，應

該能自由自在的選擇。 

6. 家庭是照顧老人最重要的地方，家

庭功能應發揮到最大。社區是第二

層照顧的地方。(與 Say.7 Feel.1 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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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健康照護業者同理心地圖 (日照中心主任)/ 2016.4.22)  

Say Think 

1. 起心動念是因為創辦人年邁需照

顧，投入健康照護產業。 

2. 強調讓高齡者有家的感覺，用家裡

一般的餐具、擺設，記住自己的餐

具，訓練記憶；開放式廚房，聞到

飯菜香。為老人找回生活動力，提

升生活品質，被重視。 

3. 要讓高齡者感覺是來工廠上班，不

是被照顧。 

4. 以減法照顧為原則，盡量引導高齡

者自己做，延緩老化及產生信心。

但要從旁保護及觀察。 

1. 這個產業不易獲利，取得政府立案

及補助，希望經營一個平台，把需

求者凝聚起來，再看看能有什麼發

展。 

2. 未來會拓展新增據點。 

3. 不挑選照顧個案，有需要者盡量照

顧。 

Do Feel 

1. 很有耐心對待高齡者，即使被高齡

者打斷及干擾，都能技巧回應。 

2. 對照護工作具有熱忱，與高齡者及

員工互動良好。 

1. 照護事業員工不好培養且流動性

高。訓練後僅有 10%留下來。(與

D.think.4 衝突) 

2. 平時要多關心長輩，有些個案是來

參觀及體驗後才發現已經是中度

失智。 

3. 曾看過高齡者帶著尿袋參加活

動，問他為何有此動力，對方回

答：我只是要呼吸而已。給他極深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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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平台整合者(壽險公司)主管同理心地圖： 

Say Think 

1. 若試算客戶平均餘命延長一定歲

數，雖然理賠率降低的效益，相對

大於增加生存給付的支出，但是舊

險種成本已定，不宜以健康促進降

低保費。 

2. 以降低保費或累積點數吸引客戶，

或搭配政府機構(國建署、健保署

等)進行健康促進活動較可行，但須

觀察及估算，促進客戶健康需增加

費用，如何證明成效、多久可以呈

現。 

3. 如同政府開辦健保帶動商業醫療險

熱賣並普及，政府長照險開辦後，

商業長照險更多元且普及，需事先

掌握客戶需求、投入資源了解客戶

方法及步驟。 

4. 發展商品：一定條件下可承保之弱

體保單、健康促進可降低保費、實

物給付保單(健檢、到府居家(清理/

送餐/照顧)服務、接送門診)高齡化

商品、單身女性保單。 

1. 業務員結合照顧工作，可行性不高。 

2. 實務給付遇上人力缺乏及工資上漲

問題解決方式：另找印尼以外國家

輸入勞工、退休人力及義工投入。 

3. 提供保戶健康管理App來客戶深化

經營，增加互動及了解客戶。 

Do Feel 

1. 從照顧員工做起再推動到其他企

業，以 B2B 方式推動。 

1. 各夥伴聯盟公司，需有機制整合、

分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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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弘道老人基金會：台北服務處主任 

Say Think 

1. 照護人力不足，以職涯規劃及從照

護員基層做起，來鼓勵新血加入。 

2. 國人對退休規畫並不重視，屆齡退

休學習營，招募困難。 

3. 艾瑞克森的自我重整，回顧生命過

程檢視人生未完成的事，是不錯的

作法。 

4. 銀髮族能繼續工作很重要，韓國做

得不錯，運用率很高。 

5. 社區中多做預防這顧及健康促

進，有 83.5%屬於健康或亞健康，

有 16.5%屬失能。 

1. 個人生活方式(運動飲食)強迫不

來，有社會事件影響就會熱一陣

子。 

2. 需要多一些關懷及善心，多方面支

持 

3. 結合商業保險或其他資源來照顧

高齡者的建議？例如：商業保險的

實物給付、健康照護業者、建立一

個免費平台召集會員加入 

4. 學校的資源可以再整合或運用，但

校園安全考量，不容易釋放出來。 

Do Feel 

1. 弘道的主要協助對象是弱勢，與一

般商業營利公司不同，可接受贊助

或共同舉辦活動，但不涉及商業行

為。(受委託執行對客戶契約)  

1. 持續的動力是心中有感動，志工及

職員大多都有自己的故事。 

2. 侃侃而談有理想及願景，相當投入 

3. 很有精神及創意，樂在其中 

4. 熱忱、回應很快。 

 

 

H. 健康照護業者(新光保全)高階主管同理心地圖： 

Say Think 

1. 機器人功能僅有監控記錄血壓等

功能，需再進化。 

2. 多扶公司有爬梯機可協助上下樓

梯，政府有補助公寓增設電梯規

範，但費用都不便宜，僅能解決部

分高齡者的問題。 

3. 客戶的付費意願不高，規模不易擴

大。(與 Think.2 衝突) 

4. 購買雲端居家照護服務者，目前並

1. 與非營利事業不同的經營路線及

客群，有獲利壓力，須有一定利

潤。 

2. 老人健康情形分為三類：健康、亞

健康及臥床，其中以健康者商機最

大。(與 Say.3、Feel.1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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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且分散各地，通常是與高齡者

居住距離遠(中南部)或釋出過狀

況者，不一定集中都會區。 

Do Feel 

1. 評估到府服務、接送陪同就醫等業

務。 

2. 與學術機構(台大智活智齡網)合

作，提出三年計畫，申請工業局補

助，整合集團資源，拓展高齡商

機。 

1. 業務拓展不容易突破，要聯合各方

資源。(與 Think.2 衝突) 

2. 有專業知識及了解市場，但經營高

層會以不同角度要求新嘗試，且有

定見，需多溝通及嘗試。 

 

2. 同一角色之衝突點： 

80 歲高齡者(Extreme user)： 

(1) 使用手機及 LINE，但朋友大多對電子產品有防衛心及排斥，帶手機僅

用來接聽家人來電。 

(2) 期待改建電梯大樓，但往往遙遙無期。 

(3) 雖然常保開朗心情，活動自如，也會擔心未來生病，拖累子女。 

(4) 希望與親友一起參加社團，但形成小團體反而不容易交到新朋友，拓展

朋友生活圈。 

(5) 雖然了解「兒孫自有兒孫福」，但是對兒孫們要做到少管、多關心，維

繫好關係，一般仍是很難做到。 

(6) 雖然喜歡台北，但是人行道腳踏車太多，讓人感到不安全。 

 

65 歲高齡者(Normal user)： 

(1) 知道運動有益身心且防老，但個性較被動，沒有動力保持續運動，保持

健康。 

(2) 擔心年老生病拖累小孩，但是，要買保險也無法承保或者費用太貴，負

擔不起。 

(3) 希望有安樂死，但法令未通過且有爭議(尚未形成社會普世價值)。 



第 50 頁 

(4) 努力工作存錢，但若沒有顧及健康，反而更會花錢在醫療及照護上。 

(5) 也想要有優質退休生活(旅遊、義工)，但迫於經濟壓力，仍需工作。 

 

失智者家屬(Extreme user)： 

(1) 家庭雖然是最佳的在地老化場所，但是，失智者的家屬承受極大磨難，

最終也須送至安養機構。 

(2) 照護機構(服務提供者)： 

i. 照護事業雖然不易獲利，但仍會持續拓點，建立網絡平台，再看看

能發展新服務。 

ii. 雖然健康及亞健康者的老年商機龐大，但也面臨客戶為健康照護的

付費意願不高。 

(3) 保險公司(服務提供者)： 

i. 有維持營運壓力，須有一定獲利的商業模式。較看好養生宅及輔具

市場。 

 

3. 不同角色之衝突點： 

(1) 高齡化社會需要照護人力，但人力訓練不易，僅有 10%的留任率。(照

護機構與高齡者) 

(2) 高齡者無法買保險(承保)或買不起保險，但保險公司及照護機構有獲利

壓力，無法滿足需求。 

(3) 有的高齡者喜歡運動、有的希望待在家裡看電視、照顧花草及寵物、有

的喜歡呼朋引伴，有的喜歡單獨靜一靜，難有單一的滿足點。(高齡者

之間/高齡者的生活型態是多元的) 

(4) 認為社區是最適合且方便的在地老化場所，但主動接觸或被動被通知的

活動很少，並不熱絡。促進健康的活動也不多。(高齡者之間/高齡者有

需要多接社會，尤其是比自己年輕的，但是社區本身做的不多) 

(5) 能自主安排時間，做想做的事，是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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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想要跟外界多聯繫減少孤單感覺，又較被動而沒有同好，較難維繫熱絡

的社會連結。 

 

4. 將衝突點分類整合，找出問題背後的問題，以發展更高層次的洞見 

首先將衝突點都抽象 (ABSTRACT) 化，向上提升看問題的高度，也以更多

元的角度看問題，避免解決問題的範圍被限制住，如此，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及設

計，才能擴大市場潛在機會，獲得更廣的回應，滿足更多的需求。例如：思考汽

車的需求可以從車子本身逐步往上推演需求面向：A 品牌的四門轎車四輪車子

車子行動工具移動的財產代表身份地位價值的移動財產如何提升移

動過程的品質有價值的移動生活的型態(轉換為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思維)，另外，

再例如：思考個人健康可以從本身的健康逐步往上推演需求面向：個人身體健康

個人身體及心理都健康家庭家人都健康社區人們及環境都健康都市人

們及環境都健康整體的都市生活方式及環境都健康地球環境保護及宗教議

題。如此就有更廣、更多元的服務可以去發想，不但市場廣度及潛力都擴大了，

也可以擴大對社群(Community)的影響力。 

首先進行分組群組化重組(Synthesize GROUPING)，也就是把所有衝突點都

先分成一個個群組(Group)，每個群組之間都一些相關聯，在一個群組當中，找

出有代表性的衝突點，來代表表現到此組所有衝突。 

接下來進行「為什麼」的分類，予以階層化重組(Synthesize Why Laddering)”，

也就是不斷透過問為什麼(WHY)，藉此往上一層找到其原因與新的衝突點。具體

作法，針對下層衝突點，找出其共同的原因。也就是找出多個下層衝突點的上一

層共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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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衝突點階層化重組(Synthesize Why Laddering) 

 

 

 

 

 

 

 

 

 

 

 

 

 

 

 

 

 

 

 

  

 知道健康重要但沒時間運動 

 為健康促進的顧問服務付費意

願不高 

 知道要運動，但沒有同伴 

 照護人力不易培養流動率高 

 失智症床位及照護人力不足 

 無法承保或買不起 

 雖然社區是最方便，但互動不

多，反而參與其他社團活動 

沒有規畫，看不到或輕忽
問題嚴重性 

制度及政策須再改善 

 生活重心仍在家庭及兒孫身

上，與外界連結少 

 不喜歡用電子產品 

 有房子但要留給小孩 

 隱形工時長，影響健康及生活品

質 

 親人罹病花掉積蓄 

沒有餘力解決未來問題，
到時候再說 

維持原有觀念，無法適應
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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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洞見行動(Design Insight Actions) 

合成上述分析所找出的衝突點與問題後，本論文將服務設計問題－「高齡者

如何在都會區成功在地老化」，本段落將繼續從不同使用者需求(Customer)、不同

環境(Environment)、不同的體現(Embodiment)三種概念情境下，思考”在地老化”

都有在此情境下的主要目的(Primary Goal)，以及在此主要目的下來思考在此情境

下「高齡者如何在都會區成功在地老化」的意義/洞見，透過聯想(Association)構

建洞見，上述三種概念都是聯想(Association)，有了這些聯想，思考在這種情境

概念之其獨特的主要目的下，”在地老化”該有的意義/洞見，這樣就可以讓我們

跳脫易於平常正常情況的思維框架限制，就有可能做到創新的做法。 

經過重構分析(Reframing)的步驟，都會得到很多洞見，接下來就是把這些洞

見經過分組(Grouping)後，得到建構後的精闢洞見；除此，必要時還要作一些取

捨，讓我們確認洞見，該把重點放在那個方向。 

 

1. 從不同的使用者需求重構以發掘洞見 

在此分析，”在地老化”從全新的使用者觀點與使用者需求下，不同使用者有

不同期待情況下，針對不同使用者對於” 在地老化”的主要目的不同下，以及對

在地老化所隱含的意義(Implication)與洞見。整理如下表 3-3、表 3-4、及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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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從不同的使用需求重構以發掘洞見 

觀點 

Perspective 

情境 

Situation 

主要目標 

Primary Goal 

(Perceptually Change 

Situation) 

隱含意義 

Implication 

Insight 

輟學生轉型

當歌手 

(類比關係

Analogy) 

高齡者維持原有的觀

念，無法因應新環境變

化的需求。(放不下、

不敢用、不敢享(受))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強

項，認清自己的拿手本領

(專長)及特質，將它啟動並

發揮出來，較易獲得成功，

之後更有信心不斷嘗試並

突破，遇到挫折時，較不容

易放棄。 

高齡者需要一套評估方

法，以誘發未發覺或已沉

睡的潛能與強項，來突破

現狀做新嘗試，並有持續

的動力。 

高齡者 

(相反關係

Contrast) 

高齡者維持原有的觀

念，無法因應新環境變

化的需求。(放不下、

不敢用、不敢享(受)) 

人們觀念應隨社會變遷而

調整，運用新產品或服務，

讓高齡生活更方便、安全。

(要放下、要嘗試、要捨得) 

高齡者需要歸零，重新檢

視生活目標及價值，持續

學習新應用，與時俱進。 

學生雖然知

道要用功讀

書，但仍喜歡

玩電動玩具 

(類比關係

Analogy) 

看不到或輕忽高齡健

康問題的嚴重性。 

讓健康管理變好玩，吸引高

齡者加入並帶動週遭的親

朋好友。」 

需要一套有趣好玩的設計

活動，以吸引高齡者加入

健康管理活動，並且不斷

創新，保持新鮮感，維繫

持續進行。 

高齡者 

(因果關係

Context) 

看不到或輕忽高齡健

康問題的嚴重性。 

事先規畫並做好健康管

理，健康快樂過生活，身心

靈都健康。「個人的健康、

是全家的福氣。」 

需要深刻體驗高齡生活不

健康的狀況，以觸發力行

健康管理動機並能持續維

持。 

不丹是人民

最感幸福快

樂的國家(類

比關係

Analogy) 

沒有餘力面對未來的

問題，以後再說。 

經濟議題不是過得幸福快

樂的主因，規劃一個滿足基

本生活條件的生活需求即

可，重要的是要把人生當作

成為夢想實現的過程，有心

願圓滿的喜悅，所以常感幸

福、快樂。  

經濟能力只是高齡議題一

部分，身心靈健康才是最

大財富，越早規畫，愈能

掌握機會。 

高齡者 

(因果關係

Context) 

為了將來養老，仍在超

時工作。 

現在不保養好身體，未來可

能不需要醫療照顧費用，現

在就可以享受生活。 

為未來做準備固然重要，

但維繫健康、平衡工作與

生活，才不會加重為來負

擔。 

高齡者需要一份工作來維

繫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開

銷，盡量不要動用退休

金，以備不時之需。 

高齡者 高齡者怕生病拖累子 高齡者也不要被子女拖累。 高齡者應保持基本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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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關係

Contrast) 

女 自主的能力不拖累子女，

也不受子女拖累。 

高齡者的親

友 

(因果關係

Context) 

大多認為外部社團環

境危險、風險高，不太

願意參加，更不會一個

人參加。以致高齡者無

法與親友一起參加外

部活動 

社團應該不要讓民眾擔

心，要消除疑慮。 

社團應該要能讓民眾安

心、放心地加入。 

照護機構 

(因果關係

Context) 

提供照顧服務，但業務

推展不易，付費意願不

高 

要找出高齡者的需求並滿

足，讓他願意購買服務。以

運動及飲食促進健康的 

照護機構須加強高齡者的

服務的廣度及深度，與政

府及企業聯盟，提供整體

服務，提升價值。 

健康的重要性及價值，需

長期持續推動，讓民眾自

覺，才能使持續。 

高齡者的家

屬 

(相似

/Similarity) 

高齡者與家人親疏關

係不易拿捏，是關心還

是管太多、獨立自主還

是孤單老人。 

從小時候，家人就是最親近

可依賴的人，高齡者與小孩

一樣，都須備了解及關心。 

高齡者了解老化後的身體

及心理的變化，需時間接

受及適應，家人也應能體

會進而體諒。 

高齡者 

(因果關係

Context) 

擔心年老生病拖累小

孩，但是，要買保險也

無法承保或者費用太

貴，負擔不起。 

在一定條件下，高齡者也應

有保險的保障。  

政府設計並提供高齡照護

的基本保障，帶動高齡照

護的商業保險，提供不同

層級的保障。 

高齡者 

(因果關係

Context) 

運動要有夥伴同好，才

會有動力及持續。 

讓愛好運動者，主動找親友

加入，想運動者，方便找到

同好。 

1. 方便聯繫同好，或促

進愛好運動者主動找

親友加入。 

2. 提供訊息給想運動但

找不到同好者。 

高齡者 

(相反關係

Contrast) 

贊成安樂死，不要躺在

病床上太久。 

活得健康，盡量縮短躺在病

床上的時間，才是較正面積

極的做法。 

1. 事先規劃、健康心態

面對高齡生活，延長

健康餘命。 

2. 不必進行無效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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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從不同的環境需求重構以發掘洞見 

觀點 

Perspective 

情境 

Situation 

主要目標 

Primary Goal 

(Perceptually Change 

Situation) 

隱含意義 

Implication 

(Insight) 

在公共場所

(因果關係

Context) 

提供民眾生活及休閒

空間，但無法滿足高齡

者需求。 

也可以讓高齡者可以安

全、安心的活動，不會感到

不方便。 

高齡化社會來臨，民眾需

要同時滿足高齡者(友善安

全)及一般民眾 (方便快

速) 特質的設施及服務。 

在照護機構

(因果關係

Context) 

高齡者照護工作壓力

大、流動性高，加上薪

資福利發展性差，造成

惡性循環。人力嚴重不

足。 

每位高齡者都能得到及時

的照護，且照護者能樂於從

事此行業。 

高齡照護及健康促進需要

翻轉觀念及價值觀，促進

健康比醫療照護重要，舒

緩照護需求。另外要改善

照護人員環境及制度，以

穩定人力。 

在工作場所

(因果關係

Context) 

為了將來養老，仍在超

時工作。 

給需要收入的高齡者一分

合宜的工作，比照護他的成

本便宜。 

高齡人力中的經驗及知

識，是待開發的寶貴資

源，可協助解決高齡者健

康促進及經濟自主、找回

自尊、照護人力不足等議

題 

在家庭 希望都市更新，改建電

梯大樓，怕失望也不敢

期待 

高齡者需要能自主地走出

戶外，不應被困在家中。 

除了改建以外，應有更變

通方式上下樓梯。例如：

爬梯車、申請公寓蓋電梯

等 

在家庭 

 (相似

/Similarity) 

親人共同生活、溫暖、

安心的地方 

從小孩到成年，家都是最溫

暖、安心的地方，到高齡階

段應該也是。 

高齡者熟悉及安心於家庭

環境及社區，有助於身心

健康，是最佳的老化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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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從不同的體現情境重構以發掘洞見 

觀點 

Perspective 

情境 

Situation 

主要目標 

Primary Goal 

(Perceptually Change 

Situation) 

隱含意義 

Implication 

(Insight) 

退休後 沒有多餘能力，沒有規

劃退休生活，以致退休

後生活沒有目標，影響

身心健康。 

1. 退休後的目標，健康、

安心的過著想要的生

活方式。 

2. 吃得健康、住的安心、

行得方便、心願實現、

樂活高齡。 

1. 退休後的生活不只是

經濟考量，保持與外

界保持互動，有參與

感、成就感及歸屬

感，維持動力可促進

身心健康。 

2. 退休前有計畫的理財

(投資、儲蓄及保險)，

退休後保住財產。 

3. 提供健康飲食環境及

諮詢，包括：家庭內

及外部環境。 

4. 單身或家庭、自有或

租賃，都能有基本的

居住品質及安全。 

5. 實現人生心願，無論

大小，讓生活有動

能、日日新。 

面對親人重

疾甚至死亡

時 

經濟面臨考驗，付出心

力照顧，心裡也有壓力

及惶恐不安。 

經濟可以自主，幫助親友量

力而為，從容面對人生必經

之路。 

1. 為老後各種狀況作準

備及安排，清楚可為

與不可為，善盡人事

後才能真正地安心樂

聽天命。 

2. 準備醫療費用，以備

不時之需。 

使用電子產

品 

排斥使用3C電子產品 以電子產品協助高齡者過

更方便、更安全的生活。 

高齡者需要為其設計專屬

的電子產品，並說明與鼓

勵使用電子產品，促進其

生活更安全且方便。 

罹患失智症

時 

失智症會隨年齡增長

而增加罹患機率，且為

家庭帶來極大困擾及

及早發現並治療，有足夠的

醫療設施，延緩惡化。 

1. 個人及家庭要能理性

面對，把握相處時

間，盡量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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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 2. 政府擴大建置失智症

治療機構。 

 

 

以下洞見(Insight)是將前面分析而來的需求觀察(I Saw)與內隱知識(I Know)

綜合整理而得來。 

Perspective 高齡者視角(健康方面) 

I Saw I Know 

1. 看不到或輕忽高齡健康問題的嚴

重性。 

2. 擔心不健康拖累子女及家人。 

3. 為了將來養老，仍在超時工作。 

4. 運動要有夥伴同好，才會有動力及

持續。 

1. 事先規畫並做好健康管理，健康快

樂過生活，身心靈都健康。「個人

的健康、是全家的福氣。」 

2. 事先規劃、健康心態面對高齡生

活。健康促進比醫療照護重要。 

3. 讓愛好運動者主動找親友加入，可

帶動想運動者，方便找到同好。 

I Saw + I Know = Insight 

1. 需要深刻體驗高齡生活不健康的狀況，以觸發力行健康管理動機並能持續

維持。 

2. 健康促進做得好，有助於降低自己及家人負擔，安心自在的安排生活。 

3. 正面積極的面對高齡生活，從多元(理財、生理、心理)角度規畫，事先因

應風險及缺口，減少衝擊。 

4. 想運動者與愛好運動者之間，需要有方便且有系統的互動機制，以帶動更

多人健康。 

5. 需要一套有趣好玩的設計活動，以吸引高齡者加入健康管理活動，並且不

斷創新，保持新鮮感，維繫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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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高齡者視角(心理方面) 

I Saw I Know 

1. 維持原有高齡者的觀念(放不下兒

女、不敢用電子產品、不敢享

(受)、不敢想(未來)，無法因應新

環境的變化。 

2. 外部社團環境危險、風險高，不太

願意參加，更不會一個人參加。 

3. 贊成安樂死，不要躺在病床上太

久。 

1. 退休後的目標，應該能健康、安心

的過著想要的生活方式。吃得健

康、住的安心、行得方便、心願實

現、樂活高齡。 

2. 安全、多元的社團或社區活動，能

讓高齡者安心參與。 

3. 安樂死仍有爭議且未被接受，而且

會間接造成不積極促進健康，重點

在於如何延長健康期間。 

I Saw + I Know = Insight 

1. 高齡者需要整理過去的人生經驗，檢視後重新定位生活目標及價值，實現

人生心願，增進生活動能。 

2. 高齡者需要因應家庭及社會環境變化，持續學習並運用於生活，增加方便

性及提高品質。 

3. 事先規劃找出缺口，採取各種因應方式，真正的放心、安心面對高齡生活。 

4. 高齡者需要安全、多元的社會接觸，與外界保持互動，有參與感、成就感

及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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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高齡者視角(經濟方面) 

I Saw I Know 

1. 沒有餘力面對未來的問題，以後再

說。 

2. 擔心年老生病拖累小孩，但是，要

買保險也無法承保或者費用太

貴，負擔不起。 

3. 面對親人重疾甚至死亡時 經濟

面臨考驗，付出心力照顧，心裡也

有壓力及惶恐不安。 

1. 在一定條件下，高齡者也應有保險

的保障。 

2. 經濟可以自主，幫助親友量力而

為，從容面對人生必經之路。 

I Saw + I Know = Insight 

1. 經濟能力只是高齡議題一部分，身心靈健康才是最大財富。 

2. 高齡者需要穩定的收入來源，例如：工作或投資收益，來維繫退休後的基

本生活開銷，盡量不要動用退休金，以備不時之需。 

3. 政府設計並提供高齡照護的基本保障，帶動高齡照護的商業保險，提供不

同層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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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aw I Know 

1. 提供照顧服務，但業務推展不易，

付費意願不高。 

2. 高齡者照護工作壓力大、流動性

高，加上薪資福利發展性差，造成

惡性循環。人力嚴重不足。 

1. 要找出高齡者的需求並滿足，讓他

願意購買服務。 

2. 每位高齡者都能得到及時的照

護，且照護者能樂於從事此行業。 

I Saw + I Know = Insight 

1. 照護機構須加強高齡者的服務的廣度及深度，與政府及企業聯盟，提供整

體服務，提升價值。 

2. 高齡照護及健康促進需要翻轉觀念及價值觀，促進健康比醫療照護重要，

舒緩照護需求。 

3. 照護人員需要改善待遇與職涯發展，調整照護方式及環境，以穩定人力。 

 

 

Perspective 家屬及住所 

I Saw I Know 

1. 生活重心以家人為主，與外界很少

接觸，但家人相處也會有衝突 

2. 高齡者與家人親疏關係不易拿

捏，是關心還是管太多、是獨立自

主還是孤單老人。 

3. 家是親人共同生活、溫暖、安心的

地方 

4. 希望都市更新，改建電梯大樓，怕

失望也不敢期待 

1. 退休後的生活不只是經濟考量，保

持與外界保持互動，有參與感、成

就感及歸屬感，維持動力可促進身

心健康 

2. 從小時候，家人就是最親近可依賴

的人，高齡者與小孩一樣，都須要

被了解及關心。 

3. 從小孩到成年，家都是最溫暖、安

心的地方，到高齡階段應該也是。 

4. 高齡者需要能自主地走出戶外，不

應被困在家中。 

I Saw + I Know = Insight 

1. 高齡者了解老化後的身體及心理的變化，需時間接受及適應，家人也應能

體會進而體諒。 

2. 個人及家庭要能理性面對，把握相處時間。 

3. 熟悉及安心的家庭環境及社區，有助於身心健康，是最佳的老化場所。 

4. 除了改建以外，應有更變通方式上下樓梯。 

Perspective 照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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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發現並治療，有足夠的醫療設施，延緩惡化。 

 

 

  

Perspective 穿戴裝置廠商 

I Saw I Know 

高齡者排斥使用3C電子產品 以電子產品協助高齡者過更方便、更安

全的生活。 

I Saw + I Know = Insight 

需要為高齡者設計專屬的電子產品，並說明與鼓勵使用電子產品，促進其生活

更安全且方便。 

Perspective 保險機構 

I Saw I Know 

有維持營運、獲利壓力，高齡者無法買

保險(承保)或買不起保險，目前無法滿

足需求。 

促進健康、降低死亡率及減少醫療支

出，對保險公司有利。 

政府推出健康保險，商業醫療險跟著暢

銷。 

I Saw + I Know = Insight 

1. 買保險不只是買保障，也是買健康管理模式，促進健康可以讓買賣雙方雙

贏。 

2. 政府推出長照險，可帶動商業長照險，廣為民眾接受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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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地圖(Concept Map) 

接下來，把上述得到的洞見組合(Insight Combination)，想像如何運作，並用

一個概念地圖(Concept Map)表達出來。概念地圖可以清楚表示服務設計者自己思

考上的心智模式，以此表示出未來這個設計出來的系統如何運作。概念地圖中的

圓圈，表示認知上的視覺化工具。為了表示某種概念或物件，概念地圖中使用名

詞來表示中心概念，以圓圈來表示此概念。概念地圖中圓圈之間，彼此連結的線

則表示一種行動，我們用動詞來連結圓圈兩端不同的概念。 

在此，接著將透過概念地圖，將前面同理心地圖(Empathy Map)與分析重構

(Reframing)得到的洞見組合(Insight Combination)，用此概念地圖來表示服務設計

者，對於此系統未來運作的設想，如圖 3-2 所示。 

Perspective 政府單位 

I Saw I Know 

1. 大多認為外部社團環境危險、風險

高，不太願意參加，更不會一個人

參加。以致高齡者無法與親友一起

參加外部活動 

2. 失智症會隨年齡增長而增加罹患

機率，且為家庭帶來極大困擾及負

擔。 

1. 社團應該不要讓民眾擔心，要消除

疑慮。 

I Saw + I Know = Insight 

1. 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及價值，需長期持續推動，讓民眾自覺，才能持續。 

2. 單身或家庭、自有或租賃，都能有基本的居住品質及安全。 

3. 政府擴大建置失智症治療機構。 

4. 高齡化社會來臨，民眾需要同時滿足高齡者(友善安全)及一般民眾 (方便

快速) 特質的設施及服務。 

=>住家就近提供整合多元的健康管理及照護 

5. 政府設計並提供高齡照護的基本保障，帶動高齡照護的商業保險，提供不

同層級的保障。 

6. 促進企業重視高齡人力中的經驗及知識，是待開發的寶貴資源，可協助解

決高齡者健康促進及經濟自主、找回自尊、因應照護人力不足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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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概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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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OV(Point of View)深入觀點 

POV 是服務設計從概念分析到設計實作的重要階段產出，根據此 POV，就

可以依此開始尋求解決方案，也就是 How Might We (HMW)，思考如何進行服務

雛型的實作。一個良好定義的 POV 描述，需要能夠清楚描述使用者的需求以及

創新洞見，提供服務設計者進行概念建構(Ideation)及雛型發展的明確依據，POV

會以如下的形式來表示:[USER …(Descriptive)] needs [NEED …(verb)] because 

[INSIGHT…(compelling)]，根據此形式組合同理心地圖與分析重構的結果如下: 

【都會區的高齡者】需要【自我健康管理、經濟自主、肯定自我價值、社會

參與及正面積極、新鮮有趣的生活方式】。因為，有基本的生活條件以外，

與家人及外界保持良好互動，能增加幸福溫暖的感覺，覺得被需要、有存在

的價值及意義。 

 

另外，為了讓 POV(Point of View)能夠更精準回應問題，將所有的洞見(Insight)

再做分類及檢視。分別以社會層面/個人層面的強度及精神層面/物質層面的強度，

標示出各洞見的座標，再分析較少或較多項目的座標，檢視期較少者，是否為重

要的領域而未被重視，或者，此領域的洞見並不是好見解，須檢視其中是否有問

題。標示後如下圖(圖 3-2)，並判斷個人層面與精神層面交集的洞見較少，但其

中對健康管理的意識是相當重要的，只是在政府及社會各組織得推動下，國人不

健康年數仍高達 7.3 年，與北歐國家的不健康年數為兩個星期相比，仍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而精神面整體數量雖然少(3 項)，但其中皆為高齡者最需要。像是與

家人相處，放心放下但不孤立，身心靈課程及社會連結等，皆為重要洞見。另外，

有 8 個項目歸屬於社會面與物質面交集部分，總體來看，主要在於將資源投入健

康促進及照顧等工作在社區生根，做好健康管理，減少照護費用。政府及業界提

供長照保險，降低失能所造成風險，也降低社會衝擊及成本。 

再將下列洞見(Insight)做整合，拉高視野及層次檢視，將關鍵字標示出來，

可以得知：觸發健康的想法且能持續下去，才是最根本且能有持續下去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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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誘發未發覺或已沉睡的潛能，來突破現狀做新嘗試，並有持續的動力。 

 需要歸零，重新檢視生活目標及價值，持續學習新應用，與時俱進。 

 有趣創新好玩的設計活動，以吸引高齡者加入健康管理活動，並且不斷，

保持新鮮感，維繫持續進行。 

 深刻體驗高齡生活不健康的狀況，以觸發力行健康管理動機並能持續維

持。 

 經濟能力只是高齡議題一部分，身心靈健康才是最大財富，越早規畫，

愈能掌握機會。 

經過上述統整後，將關鍵觀點(POV)調整如下： 

 

【都會區期待掙脫既有現實泥淖的高齡者】需要【喚醒健康意識、激發個

人潛能與強項特質，找到改變與持續成長的動力，以開創健康的在地老化

生活方式，包含；健康管理、經濟自主、肯定自我、社會參與、創新學習

等】。因為，找到啟發點才能突破現實生活慣性及壓力，持續不中斷的追求

健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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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洞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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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概念地圖(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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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該如何" (How Might We?, HMW)的服務設計論述 

根據前面段落描述的POV，接著定義如何具體落實此服務創新的設計議題，

我們稱之為「HMW」( How Might We；我們應該如何做)」，其服務設計論述如

下: 

我們應該如何來設計一套喚醒健康意識、激發個人潛能及強項特質、同時又突破

現實生活慣性及壓力之的方式，來誘發高齡者從健康管理做起，以利健康、安心

的在地老化。 

五、 建立一套高齡者新生活健康活力平台 

承接上述的 How Might We 內容，擬打造一個生態系統(Ecosystem)，其中主

要是建制一套高齡者新生活健康活力平台，包含服務人力、運送系統、運作制度、

作業流程及資訊系統、供應商、客戶、投資者、壽險業者及平台整合者，主要的

目標市場在於滿足高齡者在政府提供的服務以外的需求，並能連結政府的服務。

提供不同層級的服務，為在地老化提供更多的選擇。以健康管理為主要服務项目，

往保險、醫療照護、居家照顧等项目延伸。 

這其中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喚醒健康意識。因為有了健康意

識，才能啟動改變生活型態的意念，再配合找出個人強項及潛質，可以持續且積

極的嘗試突破現實生活慣性及壓力，達到健康在地老化的目標。健康平台擔任整

合後端服務及前端單一窗口的角色，整合包括電子裝置共應商提供隨身裝置，輔

助紀錄高齡者的活動，經由偵測心跳、脈搏等各種生理反應，觀察其強項特質是

否有發揮，以利調整。另外，由銀行及保險公司提供理財建議來協助其脫離現實

生活壓力。詳如圖 3-5 及表 3-6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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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高齡者在地老化生態系統圖 

 

表 3- 6 高齡者在地老化生態系統單元說明 

單元 功能 

健康平台 

 主導：金融保險機構。 

 創新品牌，希望帶給高齡者嶄新的生活型態及服務，擁有健康、自

尊、參與及貼心的感覺。整合資源及健康資訊，建置健康平台，提

供線上及線下整合的服務。線下：在社區就近提供醫療照護(門診、

居家照護、健康管理等)、線上：各種諮詢服務、個人健康紀錄及

健康管理建議等，以實現在地化、社區化服務。 

 流出： 

1：提出客戶需求相關訊息及給保險業者，供其為客戶設計專屬保

單。 

2：提供平台使用權給行動裝置業者，紀錄客戶行動及醫療相關資

料，延伸裝置的使用功能。 

 流入： 

1：保險業者付費獲取客戶需求內容，有行銷機會。 

2：裝置業者付費獲得裝置使用價值延續。 

1. 虛實整合的健康平台(健康雲+實體服務據點+客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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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音辨識確認身分、服務畫面自動呈現基本資料及方便查詢，語音

服務為主，避免過度使用眼力。需要時可提供畫面、同步說明。 

3. 老化體驗： 

 老化體驗、激發健康管理：模擬自己老的樣子、體驗老的不方

便，激發健康管理的動機並持續做好健康管理。 

 透過模擬老化情況，讓人體驗如關節炎或視力減退等感受，教

育人們了解老化帶來的不便及學習尊重長者。 

 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模擬高齡者生活不便、

視茫、重聽、駝背、甚至失智等生理退化狀態，更有臨場感。

或者模擬飆車、演唱會、高空彈跳、尋找同伴、運動等，讓生

活多體驗，刺激自己要保持運動及健康。 

 參觀照護機構，體驗不健康之情形，警惕自己要保健康。 

4. 喚醒健康意識： 

 經由基本資料(性別、星座、血型、行業、興趣等)問卷或訪談

了解並設計活動，確認出個人的強項及興趣。 

 以電子隨身裝置(手環、戒指)紀錄活動情形，紀錄心跳、呼吸、

移動速度、時間、地點等訊息，即時傳至手機及健康平台，分

析並提供建議，調整活動內容，以突破現實生活慣性。 

 誘發分享生命中精采或難忘故事、依特質、強項定位新方向，

設計活動並以手環紀錄，回饋後再修正，以確定啟發方向正確

及持續。 

5. 健康管理： 

 健康資訊整合：整合份散於各處之健康資訊，例如：建保署：

健康存摺 APP、台北市政府：健康雲 APP、個人：健檢結果紀

錄(健康雲)網站、公司：健檢結果紀錄(健康雲)網站、健保、健

檢、非健保等。看清楚健康狀況全貌，有利於健康管理。App

或網頁 

 健康諮詢：飲食紀錄及建議、獲得建議、回饋飲食運動影響年

輕(年老)歲數、罹患疾病增加(減少)機率 

 健康監測：穿戴裝置測量心跳、血糖、血壓，身體異常隨時通

知家人及附近醫療院所，利用身體各項指數監控守護健康。 

 心情指數：利用生活作息判斷心情指數，例如：作息時間改變，

心情也會變化(變好或變壞)；也可自行設定心情狀態開心、沮

喪、生氣、難過…等，並可將身心狀況傳遞給家人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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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為高齡者設計之網頁及手機畫面：簡潔、整齊的使用者介面、字

體夠大，避免令人混淆的字體、顏色或是特效。簡單易懂的瀏覽和

結帳流程。 

7. 結合公益團體：慈善基金會、老人基金會協助接洽志工。 

8. 免費項目：彙整並呈現健保資料，簡易版健康管理建議、協助報稅

諮詢。 

客戶 
 使用單一平台即可獲得全方位服務，以健康管理為主，延伸各項高

齡服務，可以整合網路、行動化及實體服務。 

中央及地方 

政府 

 經過個人提出申請，提供基本資料供平台整合及連結資料。 

喚醒健康意識 

提供長照機制(或長照保險)制度，以利帶動民眾注重視長照議題，

也帶動商業長照商品提供不同層級需求商品。 

誘發健康管理 

整合健康存摺(建保署)、遠距照護(市政府)等醫療紀錄，供平台整

合體檢、非健保醫療紀錄(企業)等資料，連結個人運動、飲食及體

檢紀錄，回饋罹患疾病機率的高低，鼓勵或警惕民眾。 

協助民眾突破現實生活壓力 

 提供更彈性的公寓改建電梯規定、改建貸款及優惠利率、仲介提供

「爬梯機」服務，讓高齡民眾更方便。 

(新北市 2010~2015 年期間僅通過 2 件通過、限額 1000 萬、補助上

限 50%、屋齡 15 年 (台北市 20 年) 以上 

 研擬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修改所得稅法，讓民眾買適格的長期照

護保單所繳保費能抵稅，鼓勵民眾購買長期照護險，照顧自己的生

活。 

 發行債券：參考學者建議，與民間合資成立保險公司，然後精算出

年金保險的財務缺口，將財務缺口賣斷給此合資公司，將債務轉移

到民間，再由這個公司發行債券，提供給民間企業投資，解決政府

年金保險的問題。 

台灣也曾經有類似的案例，像是發生 921 地震時，保險公司恐怕無

法承擔大地震的風險，當時政府也是發行巨災債券，由巨災債券承

擔損失、民間的資金來解決，現在巨災債券債務也已經結束了。但

要考量風險由全民承擔或國外承擔，是否賣得出去。 

醫院、藥局、

照護機構 

以社區為單位就近照護，提供各項醫療及健康管理服務，落實在地老化

目標。以資訊系統將照顧情形及時記錄下來，清楚呈現個案(受服務對

象)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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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醫療、健康諮詢、體檢、健康管理顧問、健康醫療訊免費提

供。 

 流入：客戶付費、回饋意見、回饋評分。 

1. 提供整合式照護：對具備慢性疾病、多重功能障礙，易衰弱的老人，

提供整合健康和社會性照顧及連結其他相關服務。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如下：整合式照護是一個概念，將與診

斷、治療、照護、復健及健康促進等相關的投入、提供服務、及服

務的管理與組織等全盤考慮。) 

 行動健康照護：協助解決醫療照顧成本增加、避免醫療失誤、醫

護人力不足、醫療資源有限、加強與病患溝通趨等議題。 

 預防性健康照護：提供緊急醫療偵與警示、疾病照顧管理、與提

供健康狀態回饋與諮詢建議，即時提供更精確的診斷或建議、人

員間彼此可即時獲得有效的交流。 

 解決現行問題：人力缺乏及人員訓練、評估時間耗時、需定時定

點進行評估、資料不及時、無法掌握最新情況，缺乏高齡者積極

參與等等的瓶頸，加上評估量表標準與工具不統一，無法建立健

康評估標準與操作模式。 

2. 朋友偵測：告知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朋友，想要找人聊天時，可以搖

一搖，並會顯示在手機上，你可馬上找到聊天的人 

3. 活動提醒：設定有興趣的活動類型，主動提醒你所在區域內的活動。 

4. 熱心互助：分享自己的專長，有需要時可以主動告知可找那些專業

人員幫忙。 

5. 提供健康運動諮詢及課程。 

6. 防失智：app 軟體提供檢測及預防失智。 

數位服務 

供應商 

 流出 

1：提供一般資訊及數位服務在平台上供客戶使用。 

2：與活動供應商交換專業知識，也可以是數位服務提供者與活動

供應商是同一家公司。 

 流入 

1：平台經營者支付費用。 

2：與活動供應商交換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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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 

 

各種活動 

供應商 

：養生宅 

1. 在社區一定範圍內，提供養生宅服務，可全套式提供居家、醫療及

照護服務。其中包括： 

2. 24 小時保全及照護、門診 

3. 智慧生活家電及家具(馬桶、電視、冰箱、電爐、沙發、窗簾、浴室、

廚具)，生活數據蒐集、分析及回饋，分別可了解高齡者消化系統、

看電視睡著、食物保存過期、爐火安全、坐姿及時間、起床睡覺、

浴室安全及廚房安全等情形 

4. 運用物聯網(IoT)蒐集生活數據、再以大數據(Big Data)及分析及回

饋，防跌裝置、接送、健康管理、才藝課程等。 

5. 對業者而言，投資養生宅可擁有穩定現金流，而且受經濟週期的波

動影響極低。可銜接上游的醫療保險、護理、養老保險等產品，還

可帶動下游的高齡醫學、醫療照護服務、高齡科技產品等，延伸且

延長壽險產業鏈。 

各種活動 

供應商 

獲取資訊後提供客戶服務。 

流出：經由平台中介，提供服務給客戶：包括：旅遊、接送、陪同就醫、

居家照護等。結合數位服務供應商，提供線上及線下的服務，創新發

想健康管理活動，並在平台上分享。 

流入：客戶付費 

銀行或 

創投公司 

協助民眾突破現實生活壓力 

1. 提供新型態託服務、逆向抵押貸款(以房養老)。破除「從老人身上

撈大錢」的疑慮，讓貸款採「禁資產」概念，子女仍可以享有繼

承權、或償還後的所有權，且至少能讓只有舊房子，手中沒現金

的老人，享受生前應有的基本生活開銷。 

2. 投資數位服務業者，並以較低成本、高效益獲利。  

3. 退休理財規畫：不同於一般的預測，用更多數據預測未來需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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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從客戶投資理財行為、資產配置、消費行為、平常愛瀏覽什麼網

頁、看什麼書、做什麼評論、性向等因素。另外，退休計畫更要與

未來退休生活連動，例如：考慮醫療成本年年上升，就先投資生化

基金或買大型藥廠的股票來預先避險。 

4. 生命週期基金：依據退休日規畫，逐年調整股債等商品比例。 

裝置供應商 

提供電子或行動裝置給保險公司，售後之紀錄及運用需有平台與使用者

互動，由數位服務業者透過健康平台提供。 

 流出： 

1. 提供焦點產品給保險公司  

2. 付費給平台獲取使用權。 

 流入：保險公司付費、銷售服務及裝置收入 

保險公司 

能力：整合各方資源及資訊，經由平台統一提供服務給客戶。需要有服

務品牌、數位服務及行銷能力。 

 流出 

1：付費給數位服務業者。 

2：付費給裝置業者。 

3：提供客戶專屬商品。 

 流入 

1：獲得客戶需求及專屬訊，為客戶設計專屬保單。 

2：獲得行動裝置業者推薦之行動裝置(主力商品)。 

3：獲得客戶購買保險費用。 

 提供服務： 

1. 特定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在輕度且可控制的情況下，可以有條

件承保，配合健康管理控制病情，彈性調整保費，調高、維持、調

降或不予續保。提供被保險公司拒保之民眾，有了經濟保障也增進

健康。 

2. 特定疾病之健康檢查可列為給付項目。 

3. 特定疾病改善可降低保費或集紅利點數換旅遊行程、健康輔具或健

康用品、照護服務等。 

4. 保單活化：將人壽保險契約轉為醫療險或長照險或遞延年金險，以

因應高齡需求。 

5. 年金險或長照險 

6. 實物給付(依法令許可項目)： 

 健康管理：健康檢查、遠距照護、隨身檢測儀器、營養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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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出院療養、慢性病照護、坐月子中心 

 長期照護：日照中心、老人院、看護、到宅沐浴 

 老年安養：養生村、年金屋、送餐 

 殯葬：生前契約、塔位 

優點：降低詐保機率、及早確保醫療品質、無子嗣時，老所依歸

安享晚年。 

缺點：業者如何確保實務品質、如何因應價格變動風險、保險費

率恐隨物價波動調整。 

 

 

第三節、 服務發展(Develop) 

接著就服務發展的角度，描述如何喚起健康意識、激發個人強項及潛質、突

破現實生活慣性及壓力等作法。並從服務提供者的角度，對於核心企業(以保險

業角度)提供服務之發展性等，分段敘述如下： 

一、 喚起健康意識 

方法一：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模擬高齡者生活： 

1. 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模擬高齡者生活不便、視茫、重

聽、駝背、甚至失智等生理退化狀態，更有臨場感。 

2. 或者模擬飆車、演唱會、高空彈跳、尋找同伴、運動等，讓生活多體驗，

刺激自己要保持運動及健康。 

  
圖 3- 6 高齡者使用 VR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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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pp網站內容：英國倫敦的工作室 Art&Graft 所製作的高齡者使用VR系列，

總共設計了 8 種情境  

http://animapp.tw/stores/shares/european/1902-granny-grandpa-idents-vr.html 

 

    方法二：4D 互動情境，傾聽身體聲音： 

1. 透過人臉辨識與 4D 互動情境，打造會說話的「聽身體告白」機器，並

搭配空氣汙染、食安、牙齒保健等健康議題的情境設定，提醒高齡者仔

細聆聽身體警訊、反思生活方式是否健康。 

2. 站在互動螢幕前，即能浮現人體鏡像 X 光透視畫面，系統同步解讀年

齡、性別等特徵，提醒受測者留意潛在的健康危機，並搭配人聲、水霧、

香氣、暖風、紅光等結合視覺、聽覺、觸覺及嗅覺的 4D 體驗，讓高齡

者身歷其境「聆聽到」身體的聲音。 

3. 趣味的創新科技互動模式，讓高齡者更願意觀看與感受健康的議題，並

產生更高的參與度。 

參考數位時代雜誌於 2016/07/04 報導：飛利浦公司於台北公車站牌之創

意廣告方式  http://www.bnext.com.tw/marketinfo/view/id/48948/ 

 

    方法三：解除經濟束縛及公司推動健康活動： 

降低經濟因素方面： 

依陳敏郎. (2015) 「健康意識、生活型態以及飲食行為的認知與影響因

素之研究 - 以中部某海線地區民眾為例」，其中顯示健康意識之調查結

果：受訪者對於「健康意識」的認知，會因為年齡、職業、婚姻狀況、

每月可支配所得等因素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檢定顯示，45-54 歲

受訪者的認知明顯高於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家管之受訪者明顯高於學

生；已婚者明顯高於未婚者；每月可支配所得 60,001 元以上及

50,001~60,000 元受訪者的認知，則明顯高於其它各項可支配所得者。由

此推斷，基本生活保障無虞之下，對助於健康意識的覺醒。 

http://artandgraft.com/portfolio/adult-swim-idents
http://animapp.tw/stores/shares/european/1902-granny-grandpa-idents-vr.html
http://www.bnext.com.tw/marketinfo/view/id/4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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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推動健康活動及建立健康職場環境： 

依 Trendgo+市場調查雲端資料庫於 2013 年調查上一次健康檢查主要目

的，有 48%視公司提供，有 27%是定期健康管理。若企業主能協助員工

做健檢後改善超標部分，並結合公司康樂或公益活動，建立健康職場環

境，對員工提高健康意識較有幫助。 

 

圖 3- 7 民眾上一次做健康檢查的主要目的 

 

二、  激發個人強項及潛質： 

方法：啟發強項特質融入生活： 

1. 經由基本資料(性別、星座、血型、行業、興趣等)問卷或訪談了解，設

計活動 

2. 以電子隨身裝置(手環、戒指)紀錄活動情形，紀錄心跳、呼吸、移動速

度、時間、地點等訊息，即時傳至手機及健康平台，分析並提供建議，

調整活動內容，確認出個人的強項及興趣。 

3. 聽取他人追求健康、激發生命力量的故事，例如：美國高齡運動家歐嘉

(Olga)的故事，《最活力的老後：95 歲金牌阿嬤教你不只老得很健康，還

可以有成就、有夢想！》，誘發分享生命中精采或難忘故事、依特質、強

項定位新方向，設計活動並以手環紀錄，回饋後再修正，已確定啟發方

向正確及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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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突破現實生活慣性及壓力： 

1. 理財顧問： 

 提供新型態託服務、逆向抵押貸款(以房養老)。破除「從老人身上

撈大錢」的疑慮，讓貸款採「禁資產」概念，子女仍可以享有繼承

權、或償還後的所有權，且至少能讓只有舊房子，手中沒現金的老

人，享受生前應有的基本生活開銷。 

 退休理財規畫：不同於一般的預測，用更多數據預測未來需求，例

如從客戶投資理財行為、資產配置、消費行為、平常愛瀏覽什麼網

頁、看什麼書、做什麼評論、性向等因素。另外，退休計畫更要與

未來退休生活連動，例如：考慮醫療成本年年上升，就先投資生化

基金或買大型藥廠的股票來預先避險。 

 生命週期基金：依據退休日規畫，逐年調整股債等商品比例。 

2. 心靈顧問： 

靜坐：靜坐藉著閉上眼睛，消除外界的刺激，讓身體處於靜止狀態，讓

身心進入無意識狀態，真正的觀察自己，檢視舊自我。再耕耘出一個新

的自我，主動並有意識地思考自己想要的晉康的樣子。再從從無意識變

得有意識，當我們變得有意識和覺察，熟悉且願意去採取必要的行動，

耕耘一個想要的新自我。 

3. 啟發故事： 

多看看心靈啟發故事，嘗試做不同的改變，例如：二十世紀的神話學大

師坎貝爾 Joseph Campbell 在 1948 年所著的《千面英雄》中的理論：

所有英雄歷險故事的背後，其實蘊藏著同一形態的故事。首先，在所有

的故事中，主角所處的環境都可以劃分為兩個世界：普通世界（ordinary 

world）和冒險國度（special world）。英雄將因為某種命運的羈絆，有

時甚至是出於逼不得已的情境而脫離原有的普通世界、進入不可測的冒

險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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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故事情節又可解析為下圖中的十二個轉折：主角通常會將在受到召喚、

出發探尋、歷經生死交戰、突破難關並重獲新生後，邁入新的人生階段。

只要改變習以為常的慣性，仔細地觀察周遭並願意相信，任何事物都能

成為此刻生命階段的轉捩點，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生命故事的英雄。 

 

圖 3-8 神話學大師坎貝爾 Joseph Campbelln 的普通世界（ordinary world）

和冒險國度（special world） 

資料來源：http://tedxtaipei.com/articles/what-makes-a-hero/ 

 

四、 由核心企業角度看平台發展性： 

就健康平台而言，並不限於何種產業來經營，但本研究假設保險業績於數位

時代所面臨的挑戰，產生前述第二章中圖 2-3 之 7 種不同經營發展樣態。為了因

應及發展，除了傳統的方式(包括策略聯盟等)提供服務，另外嘗試了解及經營平

台。以平台革命(Platform Revolution)( Geoffrey G. Parker 等 2016)中，對平台的

定義及經營模式，整理如下： 

 平台(Platform)的定義：促成外部生產者和消費者創造有價值互動的企業，

平台為互動提供開放、參與式的基礎架構，訂定管理規範。平台的首要目的

是媒合使用者，促進商品或服務或社交貨幣的交易或交流，為所有使用者創

造價值。 

http://tedxtaipei.com/articles/what-makes-a-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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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生產(Pipeline)的定義：傳統的非平台型企業的架構，企業首先設計產品

或服務，接著製造、供應銷售，或是建立系統提供服務，最後，顧客購買產

品或服務，按部就班創造與配送價值。線性生產的一端是生產者，另一端視

消費者，也稱為線性價值鏈(liner value chain)。 

 平台經濟模式中指出：有效率的通路將吞噬效率不佳的通路，例如：

Blockbuster 被 Netflix 取代、Amazon 零售書籍成功，導致 Borders 和其他傳

統書店收攤。另外，資訊極度不對稱的產業，例如：醫療及保險產業，其屬

也是平台革發展的對象。茲就健康平台與其他平台的特質比較，檢視可發展

之方向： 

表 3- 7 平台的核心戶動元素 

平台 生產者(也是使用者) 價值單元 篩選機制 

功能 
提供(也接受)服務或

產品 
服務或產品 

演算法，確保使用者得

到合適的價值單元 

Uber 司機(乘客) 

司機所在地 

可載客時間 

司機基本資料 

乘客叫車時，快速篩選

出最近的司機位置 

Airbnb 房東(房客) 出租房間資訊 提供配對成交機制 

LinkedIn 應徵者(雇主) 專業人士簡歷 找到好工作 

健康平台  專業人士(民眾) 

健康資訊 

就醫紀錄 

健康需求 

照護需求 

評分及回饋機制 

篩選優質廠商能力 

健康促進及照護專業

能力 

 

表 3-8 以「平台生態系統的參與者」檢視「健康平台」的定位： 

參與者 角色 實例 健康平台 

生產者 創造平台上的產品 
Android上的應用程

式 
各廠商及關係機構 

消費者 購買或使用平台上的產品  高齡者或其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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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者 平台的界面 行動裝置 

自行建置的網絡 

(業務體系、網路、

0800) 

擁有者 

控制平台上的智慧財產

權，決定誰可以參與、如何

參與 

Google擁有 Android 
平台經營者 

(保險公司) 

以表 3-8 而言，健康平台不具 Geoffrey G. Parker 所述的平台條件，但線性生產企

業而言，仍需有如 Nike 及 Apple 一般的思維，嘗試突破現狀，迎接平台經濟模

式的挑戰。所以，依 Geoffrey G. Parker 對傳統企業因應的方式，以表 3-9 做檢視

及因應，也對嘗試對健康平台的經營，有新的思維及作法。 

表 3-9 傳統線性企業因應平台經濟衝擊的評估事項：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健康平台) 

降低或消除交易成本：行

銷、銷售、產品配送、客服

等 

1. 以行動支付收付款，加速金流速度。 

2. 拆解居家照護工作單位，由天改為小時，有機會調

高單價，由市場供需決定，以充分運用人力也提高

提供服務者及使用者之收益。 

3. 以電子隨身裝置進行遠距照護及追蹤，降低往返醫

院及時間人力。 

有哪些可以交給外部合作

夥伴(供應商或顧客) 

1. 讓初老之高齡者照顧老老高齡者(照護人力不足)，

在平台上登記、認證及交易。 

2. 讓照護員能在平台上創業，以降低創業門檻，增加

照護人力。 

3. 由顧客提出新的保險或照護需求，由供應商聯合設

計活動或商品，或由其設計、再委由壽險公司提供

商品等方式，組合式的提供服務。 

4. 消費者參與設計及意見回饋或預購，可以降低生產

者(掌握市場及創新機會)及消費者(獲得折扣)的成

本及提高效益。 

如何讓外部夥伴加入創造

產品與服務 

1. 由健康平台整合醫療、飲食、居家及運動等資料，

但應用軟體由外部廠商開發，供消費者選購。(平台

掌握資料，開放應用軟體開發) 

2. 志工團體或社會企業加入，提供照護建議、交流及

宣導理念(企業或宗教)，增加平台價值，不損及平

台運作之商業價值。 

3. 對平台內產品加以認證，品質保證擴大商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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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台外商品有差異化。 

有無機會與競爭者合作，為

客戶提供有價值服務 

1. 在消費者同意下，交換及整合不同健康平台上的數

據，方便消費者做整體健康檢視。 

2.  

透過新的資料流、人脈及策

展工具，提升現有產品與服

務價值 

企業內部作業全面數位化，串聯內、外部流程，客戶端

完成資料輸入及身分驗證，降低成本並可彈性外包。 

 

 

另外，將核心企業角度看平台客之戶服務藍圖如下： 

 

圖 3-7 客戶服務藍圖(blueprint) 

 

五、 由核心企業角度看生態系統發展： 

將此生態系統雛型以 look like、Work like 及 Interactive like 模擬使用情形，

整理如表 3-8： 

表 3- 8 生態系統之各種產品、體驗及服務雛形 

 產品(Product) 體驗(Experience) 服務(Service) 

篩選潛力客

戶主動接觸

說明喚醒健

康意識程序
分享及訪談

說明評估結

果及活動設

計

蒐集數據及

回饋

提供修正活

動建議

規劃改變生

活慣性

探詢

服務內容

聽取

說明及建議

填問卷及接

受訪談

特質評估

及活動設計
試用服務

回饋意見修

正活動內容
確認及執行

O
n
 S

ta
g
e

健康平台

顧問

健康平台

顧問

健康平台

顧問

健康平台

顧問

健康平台

顧問

健康平台

顧問

健康平台

顧問

B
a
c
k
 S

ta
g
e

資料採礦系

統及專家

系統展示

人員

生涯規劃師

其他願意分

享的高齡者

電子隨身裝

置專顧問

資料採礦系

統及專家
 

職涯顧問

保險理財顧

問

資料庫分析

及篩選

VR環境及設

備提供

老化衣試穿

經典生命故

事、他人或

自己生命故

事

設計隨奢裝

置型態及功

能設定、說

明

紀錄使用情

形

分析偏好需

求

回饋給服務

單位

活動紀錄數

據判讀及建

議

規劃改變工

作習慣及理

財建議

C
O

N
T

A
C

T
 P

E
O

P
L
E

C
u
s
to

m
e
r

P
H

Y
S

IC
A

L

E
V

ID
E

N
C

E

S
U

P
P

O
R

T

P
R

O
C

E
S

S

新顧客：喚醒健康意識，找出強項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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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like 

1. 健康平台：生命潛力激

發(人生再出發) 

 

 

 

2. 啟發及定位： 

3. 健康管理：中介健康服

務、健康指數記錄管

理、智慧手環 

4. 社區式照護 

5. 新型保險：規劃長照及

健康險 

6. 理財規劃：  

7. 智慧養生宅： 

 

1. 高齡商品推薦 (認

證)使用經驗分享 

 

 

2. 身體退化體驗 

 

 

 

 

 

紅利點數集點及兌換 

 

1. 諮詢： 

飲食、營養、健康管

理、藥品、退休規劃理

財保險規劃 

2. 高齡法令及福利 

3. 論壇意見 

4. 中介服務： 

旅遊、志工、義工、時

間銀行 

Work like 

1. 健康平台： 

虛實整合的健康平台

(健康雲+實體服務據點

+客服人員) 

2. 啟發及定位： 

生故事分享、依特質、

強項定位新方向 

3. 健康管理： 

老化體驗、飲食紀錄及

建議、整合健保、健檢、

非健保等就醫紀錄、以

照片搜尋朋友、家屬分

享 

防失智課程及體驗 

4. 社區式照護： 

社區提供門診、工時制

到宅照護、送餐、共餐、

接送 

5. 新型保險： 

健康可抵保費、改善健

康可加保、實物給付 

6. 理財規劃： 

逆向抵押貸款、退休財

務規劃、信託、修繕貸

款 

7. 智慧養生宅： 

24 小時保全及照護、門

診、智慧生活家電及家

1. 高齡商品推薦、使

用經驗分享 

集合高齡者力量及意

見，推薦好商品，確

保安心及安全。形成

認證效果，監督廠商

品質。 

2. 身體退化體驗 

體驗高齡者不便，已

產生同理心及尊重，

並激發保健重要性。 

3. 紅利點數集點及兌

換 

兌換促進健康運動用

品、旅遊券、健康護

具等促進身心靈健康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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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馬桶、電視、冰箱、

電爐、沙發、窗簾、浴

室、廚具)、生活數據蒐

集、分析及回饋、防跌、

接送、健康管理、才藝

課程、 

Interactive 

like 

1. 健康平台： 

語音辨識確認身分、服務

畫面自動呈現基本資料

及方便查詢，語音服務為

主，避免過度使用眼力。

需要時可提供畫面、同步

說明。 

2. 啟發及定位： 

誘發分享生命中精采或

難忘故事、依特質、強項

定位新方向，設計活動並

以手環紀錄，回饋後再修

正，已確定啟發方向正確

及持續。經由基本資料(性

別、星座、血型、行業、

興趣等 )問卷或訪談了

解，設計活動並以電子隨

身裝置(手環、戒指)紀錄

活動情形，紀錄心跳、呼

吸、移動速度、時間、地

點等訊息，即時傳至手機

及健康平台，分析並提供

建議，調整活動內容，確

認出個人的強項及興趣。 

3. 健康管理： 

穿著老化衣、以各種方式

(綁手指、綠豆放腳底、戴

墨鏡等)模擬老化、App

或網頁就可整合各種健

康及就醫紀錄、獲得建

議、回饋飲食運動影響年

輕(年老)歲數、罹患疾病

增加(減少)機率、 

4. 社區式照護： 

社區提供門診、工時制到

宅照護、送餐、共餐、接

送 

1. 高齡商品推薦 (認

證)使用經驗分享 

詢問商品使用經

驗： 

將商品拍照或輸入

關鍵字，即可呈現

出回饋意見、合理

價格及功能等。 

使用經驗回饋：以

電話語音回饋給訪

談人員，再轉為文

字存檔。 

2. 身體退化體驗 

看老化或失智影片或

穿著模仿老人不便生

活 

3. 紅利點數集點及兌

換 

依據個人生活紀錄蒐集

分析結果，主動推薦適

合之紅利兌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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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型保險： 

健康可抵保費、改善健康

可加保、實物給付 

6. 理財規劃： 

逆向抵押貸款、退休財務

規劃、信託、修繕貸款 

7. 智慧養生宅： 

24 小時保全及照護、門

診、智慧生活家電及家具

(馬桶、電視、冰箱、電爐、

沙發、窗簾、浴室、廚具)、

生活數據蒐集、分析及回

饋、防跌、接送、健康管

理、才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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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說明「健康平台」雛形的具體發展與服務實現(Deliver)，根據前面章節

所描述的服務情境以及實作的系統雛形。首先、我們將討論使用者訪談的意見回

饋，以及服務實現的三面向來評估，包括可行性(Feasibility)、可用性(Usability)、

以及可存續性(Viability)，經過與使用者訪談對話而取得回饋，反覆修正原本的

服務設計，提供讓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都滿意的服務設計。 

第一節、 使用者意見回饋  

設計正式推出前，最需要以雛型說明後得到使用者的回饋，得以確認功能可

行或尚待改善，掌握改善方向。或者，那些設計對使用者是無感甚至反感的。早

期的回饋是珍貴且重要的，可及早修訂設計方向及內容，降低風險及成本。以下

就是回饋意見的整理及回應： 

 使用者1： 

 有感到啟發健康的重要及效果，但是，建議此生態系統不要被一家公司

獨占，應有多家組合起來或是政府來做，以大眾福利為依歸。 

 不易對陌生人談生命故事 

 高齡者大約有50%，仍不喜歡電子隨身裝置也沒有用智慧型手機，但是

年紀相對較輕之高齡者(60歲上下)，則普遍使用智慧型手機。 

 使用者2： 

 設計還滿多元，但是會不會太貴、太複雜。 

 體檢及隨身裝置部分，希望有政府或企業補助。 

 要考量個資問題，確保資料不外洩 

 不要用來行銷，不要收到行銷簡訊或電話，甚至是詐騙電話。 

 

 



第 88 頁 

 使用者3： 

 設計上讓人心情保持愉快做重要，由心情再帶動身體健康。 

 高齡者也有不同世代及群組上的差異，使用電子產品及新事務上的接受

度上差異很大，可再細分不同族群做差異化服務。 

 高齡者大多仍以家庭為生活重心，可以從家庭切入，影響其促進健康。 

基於上述回饋意見，已據以修正原設計內容，例如：申請資訊安全認證

(ISO27001)及建立內稽內控機制，做世代區隔差異化設計、由平台經營企業及服

務提供者付費，初期先不向客戶收費。 

第二節、 服務實現與測試(Deliver/Test) 

承接上述設計階段的成果，包括：洞見(Insight)、觀點(POV)、「我們該如何

(HMW)」，和發展(Develop)階段的雛型。進一步思考服務設計雛形有那些風險，

思考如何調整服務設計的雛型。在維持設計理念不變的前提下，調整服務設計的

雛型的服務方式，嘗試以不同的服務設計雛型的風險來因應。主要的考量有下列

三大項： 

1. 適用性風險(Adoption Risk)：是否引發新的問題或痛點(pain point)？是否滿

足對客戶提出的價值主張？ 

2. 商業化風險( Business Risk)：投資報酬率是否值得？在市場上的持續生存下

來的機會如何？客戶在經濟上是否接受？ 

3. 科技上風險(Technology Risk)：可行性如何？做得到嗎？運作順利嗎? 

以上的各類風險，分別可對應下列三個面向來檢視分析： 

1. 適用性風險(Adoption Risk)：以想用性(Desirability) /可用性(Usability)來評

估。 

2. 商業化風險( Business Risk)：以可存續性(Viability)評估 

3. 科技上風險(Technology Risk)：以可行性(Feasibility)評估 

雛型經過此模擬真實世界考驗並且持續不斷的修正，增加此雛型可以在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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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存活的可能性。過程中，成本較高的部分先行驗證，越早發現成本越低，也

降低推出後失敗之機率。多次的重複驗證、調整推出的產品，也對所有的關係人

做訪談，測試過程可降低風險，經由訪談使用者回饋意見、調整目標客戶及市場，

在風險和回報之間取得平衡，也在可行性、續存性及想用/可用性三方面找到平

衡點。 

 

圖 4- 1 雛形實施評估準則 

 

一、 可行性評估(Feasibility) 

可行性評估特別著重思考技術風險(Technology Risk)。著重於檢視其做得到

嗎?可以順利運作嗎? 也檢視這個雛型系統背後所需要的技術是否足以支撐，讓

POV 與洞見(Insight)、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能夠展現出來。 

在 Roberto Verganti 提到的破壞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當中，要把科技(性

能)與意義(Meaning)兩個元素加在一起思考，要能夠找到這兩個元素的交集點，

才能夠創造出來，也才能夠做到永續(Sustainable)。 

首先，思考技術上做得到市場上也有產品、成本效益問題，就可行性而言，

分別對各使用者可以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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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雛型可行性評估表 

對象 檢視內容 檢視結果 

高齡者 技術需求：偵測心情好壞 

可行。 

利用行為、心跳、血壓，輔以提出關

心問題後，可以協助判斷心情好壞。

例如：蘋果公司取得判斷心情好壞，

提供最適合的廣告之專利。備註一 

健康平台 
語音辨識個人身分技術

是否可行 

可行。 

Nuance Communications, 

Inc.(NASDAQ：NUAN)研發用聲音取

代密碼，登入帳號。獲得全球多家金

融機構採用，如 Barclays Wealth、

ING、Banco Santander Mexico 等。備註

二 

 

備註一：蘋果取得的專利，是利用偵測用戶的心情，再選出最適合用戶的廣告，讓用

戶可以更容易看到最適合的廣告資訊。 

根據蘋果在專利文件中描述，這項技術將會計算用戶當時的行為、心跳、血壓、

腎上腺素水平、出汗程度及體溫，完成一個心情統計圖，再按用戶正在瀏覽網頁

的內容及使用的應用程式，選出一個最適合用戶的廣告。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

ja&uact=8&ved=0ahUKEwjV0seb1MTNAhVEj5QKHVPgBuQ4ChAWCCYwAw&

url=https%3A%2F%2Fzh-tw.facebook.com%2Fjetsoiphone%2Fposts%2F102029391

89030695%3Fstream_ref%3D10&usg=AFQjCNHaDLP7hyLaEgmW3SmviRCR6eO

Sqg&sig2=HBnoK1k_qdMOZ7R-Pj9Yvw 

 

備註二：自然語言語音辨識領導廠商 Nuance Communications, Inc.(NASDAQ：NUAN)

研發用聲音取代密碼，登入帳號。該公司的語音辨識技術獲得全球多家金融機構

採用，如 Barclays Wealth、ING、Banco Santander Mexico 等。 

 

可以用聲音確認身份。和指紋、視網膜等生物辨識技術相比，聲音辨識較不

具侵入性。人們可以聽聲辨人，新技術也能夠靠聲紋辨認身分，而且更加準確。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ja&uact=8&ved=0ahUKEwjV0seb1MTNAhVEj5QKHVPgBuQ4ChAWCCYwAw&url=https%3A%2F%2Fzh-tw.facebook.com%2Fjetsoiphone%2Fposts%2F10202939189030695%3Fstream_ref%3D10&usg=AFQjCNHaDLP7hyLaEgmW3SmviRCR6eOSqg&sig2=HBnoK1k_qdMOZ7R-Pj9Yv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ja&uact=8&ved=0ahUKEwjV0seb1MTNAhVEj5QKHVPgBuQ4ChAWCCYwAw&url=https%3A%2F%2Fzh-tw.facebook.com%2Fjetsoiphone%2Fposts%2F10202939189030695%3Fstream_ref%3D10&usg=AFQjCNHaDLP7hyLaEgmW3SmviRCR6eOSqg&sig2=HBnoK1k_qdMOZ7R-Pj9Yv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ja&uact=8&ved=0ahUKEwjV0seb1MTNAhVEj5QKHVPgBuQ4ChAWCCYwAw&url=https%3A%2F%2Fzh-tw.facebook.com%2Fjetsoiphone%2Fposts%2F10202939189030695%3Fstream_ref%3D10&usg=AFQjCNHaDLP7hyLaEgmW3SmviRCR6eOSqg&sig2=HBnoK1k_qdMOZ7R-Pj9Yv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ja&uact=8&ved=0ahUKEwjV0seb1MTNAhVEj5QKHVPgBuQ4ChAWCCYwAw&url=https%3A%2F%2Fzh-tw.facebook.com%2Fjetsoiphone%2Fposts%2F10202939189030695%3Fstream_ref%3D10&usg=AFQjCNHaDLP7hyLaEgmW3SmviRCR6eOSqg&sig2=HBnoK1k_qdMOZ7R-Pj9Yvw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4&cad=rja&uact=8&ved=0ahUKEwjV0seb1MTNAhVEj5QKHVPgBuQ4ChAWCCYwAw&url=https%3A%2F%2Fzh-tw.facebook.com%2Fjetsoiphone%2Fposts%2F10202939189030695%3Fstream_ref%3D10&usg=AFQjCNHaDLP7hyLaEgmW3SmviRCR6eOSqg&sig2=HBnoK1k_qdMOZ7R-Pj9Y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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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ance 的聲音辨識科技有多重用途。比方客戶使用電話語音或線上銀行服

務時，可以說特定句子，如「我的聲音是密碼」等確認身分；也可在 30 秒內隨

意說話，用聲紋登入帳號。萬一碰上壞人被迫說話登入時，新科技也有防弊機制。

會辨識聲音特質如腔調、速度、各音節和單字之間的停頓等，要是人們遭威嚇被

迫說話時，這些特質會受影響 

全文網址: 

http://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ca9fdc9c-81b0-4747-81

92-dfa758c81015 

 

二、 想用性/可用性評估(Desirability/Usability) 

檢視”想用性/可用性評估(Desirability/Usability)”，就是檢視”POV”以及健康

平台背後的 POV 與洞見(Insight)是否正確，以及能夠展現出多少的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檢視的重點說明如下： 

1. 是否產生了新的問題： 

為了解決一個問題，若產生另一個問題，應盡量避免。若沒有辦法避開，至

少要進一步檢視，若新問題比使用健康平台帶來的價值更大，就必須改良想

辦法解決，要確保不會有此可用性風險發生。 

2. 以解決高齡者的問題為優先： 

在服務實現(Deliver)階段，用三個面向去檢查價值主張，一開始先從使用者

開始測試，請高齡者回饋意見，來改善健康平台所背後的洞見(Insight)與關

鍵觀點(POV)。然後往Stakeholder的更上面的Community以及Service Provider

來做測試，以修正洞見(Insight)與關鍵觀點(POV)來滿足Community以及

Service Provider等更高階的Stakeholder。設計的初期先至少滿足高齡者，再

考量周邊關係人及企業，這樣才能夠讓健康平台背後的洞見(Insight)、關鍵

觀點(POV)以及價值，能夠逐步完整呈現全貌。 

3. 不能夠對單一Stakeholder太過於妥協 

改善雛型背後的洞見(Insight)、關鍵觀點(POV)與其創造價值時，在同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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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多個利害關係人時，不能夠對單一Stakeholder太過於妥協；或者為了避

開三個面向上的風險，而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這樣過度刪除理想與價值的

妥協結果，最後雛型就只剩下一點點的價值，甚至最後只回到原點，這樣也

會降低價值主張在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維度上的高度。必要時可分別從

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角度，列出可能的疑問，並且進行相關討論與調整。 

茲以第三章中所提出洞見及設計內容，依各對象關係人、洞見、設計內容及

關係人在了解設計內容後對其回饋意見，來檢視可用性及想用性，一一說明如

下：  

表 4- 2 雛型可用性/想用性評估表：高齡者(健康方面) 

對象 高齡者(健康方面) 

洞見 

1. 深刻體驗高齡生活不健康的況狀 

2. 做好健康促進 

3. 多元(理財、生理、心理)角度規畫，事先因應風險及缺口 

4. 與愛好運動者有方便且有系統的互動機制 

5. 不喜歡或不熟悉電子產品 

設計內容 

1. 體驗老化方面： 

 以穿著模擬老化衣或其他器具模擬動作不便。 

 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模擬高齡者生活不便、

失智等實況，更有臨場感。或者模擬飆車、演唱會、高空彈跳、

尋找同伴、運動等，讓生活多體驗，刺激自己要保持運動及健

康。 

 參觀照護機構，體驗不健康之情形，警惕自己要保健康。 

2. 優惠保費、紅利積點鼓勵運動，社區與學校合作設計運動健身課程

及器材，鼓勵高齡者運動訓練肌力，防跌倒。 

3. 提供理財規劃，包括：保險(長照)、以房養老、房屋修繕貸款、終

身學習課程設計、心靈課程 

4. 以照片尋找同學或朋友，促成虛擬運動社群，相互鼓勵及帶動。 

5. 電子產品的字體放大 

回饋意見 

1. 同意，但不要太貴。 

2. 不同意，不容易向陌生人談心事。 

3. 同意，但不見得付得起。 

4. 同意，不錯的點子。 

5. 同意，但有下列建議： 

 有50%左右的高齡者，不使用智慧型手機或筆電，將不容易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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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與項鍊、戒指或手環等傳統隨身物品結合，避免增加穿戴裝置。 

 提供語音播放功能及語音辨識下達指令功能。 

 高齡者中較新世代，將更孰悉且習慣使用電子裝置。 

 

表 4- 3 雛型可用性/想用性評估表：高齡者(心理方面) 

對象 高齡者(心理方面) 

洞見 

1. 誘發潛力找出強項，啟發生活動力並可持續；重新定位生活目標及

價值 

2. 因應家庭及社會環境變化，持續學習新事物或科技並運用於生活 

3. 事先規劃找出缺口，採取各種因應方式 

4. 安全、多元的社會接觸，與外界保持互動 

設計內容 

1. 進行測驗並訪談，描述及分享生命故事，設計活動內容並己手環紀

錄活動情形再予以調整。 

2. 建議並提供學習課程，線上或實體課程，或中介學習課程。 

3. 理財及生活諮詢師。 

4. 社區活動(結合政府單位之社區關懷據點) 

回饋意見 
希望服務不要太貴。且不容易向陌生人談心事。 

 

 

表 4- 4 雛型可用性/想用性評估表：高齡者(經濟方面) 

對象 高齡者(經濟方面) 

洞見 

1. 經濟只是一部分，身心靈健康才是最大財富。 

2. 高齡者希望有穩定的基本收入來源，比較安心。 

3. 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帶動高齡照護的商業保險。 

設計內容 

1. 導引健康重於一切觀念，偏向心靈滿足，經濟上只要滿足生活基本

需求即可。 

2. 盤點資源、規劃目標、了解自己的投資習慣、診斷、分析與調整及

定期追蹤。提供基金投資或逆向抵押貸款(以房養老)建議、或協助

中介工作，貢獻其專業。在健康平台的生態系統中提供高齡者工作

機會。 

3. 建議政府開辦長照保險，以獲得長期穩定財源，帶動商業長照保險。 

回饋意見 

投資風險承擔能力有限，盡量降低。有一筆存款備用，有份輕鬆點的工

作，因應基本開銷。 

願意為長照風險付費，但需要了解內容及保費是否可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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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雛型可用性/想用性評估表：家屬及住所 

對象 家屬及住所 

洞見 

1. 了解高齡者、體諒老化後的身體及心理的變化。 

2. 高齡者老化的過程需時間調適，個人及家庭要一起面對。 

3. 家是最佳的老化場所。 

4. 更變通方式上下樓梯。 

設計內容 

1. 政府或慈善機構提供的服務(喘息服務、到宅醫療、照護等)以外，

提供不足的部分，例如：遠距照護服務、防走失、機器人等設施。 

2. 政府提供更彈性的公寓改建電梯規定、改建貸款及優惠利率、仲介

「爬梯機」服務。 

回饋意見 
希望身體健康不需使用相關設施，如果發生，家人的陪伴是會需要的蛋

不適拖累家人。 

 

三、 可存續性評估(Viability) 

檢視”想用性/可用性評估(Desirability/Usability)”，就是檢視”POV”以及要看

這個雛型背後的POV與洞見(Insight)是否正確，以及能夠展現出多少的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 

 

表 4- 6 雛型可存續性評估：保險公司 

對象 保險公司 

洞見 
1. 降低保费：保險公司是否願意 

2. 在一定條件下讓原本無法買保險的民眾獲得保險保障 

設計內容 

基於下列因素，應屬可行： 

1. 與政府及民眾共創健康生活型態，創新保險概念，由買醫療保障轉

變為買健康管理機制，共同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 

2. 新型險種精算保費降低與理賠金額降低之試算評估，不影響既有保

單。 

3. 金融科技影響，保險市場與其他產業界線越趨模糊，跨業競爭趨勢

明顯，保險業也應聯合關係機構及策略聯盟建置生態統，整合資源

及各種能力，展現群體整合競爭能力。 

4. 企業可以從員工健康管理做起，再全面推廣至客戶。 

回饋意見 

1. 以經營商業平臺觀念，由策略聯盟關係機構及理念一致業者，可以

討論可行性。 

2. 金融及保險業面臨數位時代的挑戰，新興多種商業模式及生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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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嘗試以平台提供整合服務，讓消費者也是設計參與者，不只

是單向的一方提供服務，另一方接受而已。 

3. 健康管理可在員工做起，例如：設置健康點量血壓及記錄。 

 

表 4- 7 雛型可存續性評估：健康平台 

對象 健康平台 

檢視內容 
1. 哪些企業會支持、投入、用什麼理念之支持並永續經營？ 

2. 跟政府及社會有什麼聯結？ 

檢視結果 

1. 各企業多以關係機構或聯盟方式，建立自己的平台，經由競爭再逐

步整合。 

2. 建立平台由各個無法自行建置平台之業者加入，共同經營平台。 

3. 與政府或非營利機構，合作舉辦活動或提供諮詢，互補業務及客

群，交換可公開訊息及經驗交流分享。 

回饋意見 

1. 同一集團之關係機構或經評估有共同利益及理念者，合作之機會較

高。而長照產業是否開放資金充裕之大型產業參與(例如金融保險

業)，仍未明朗。 

2. 樂見政府單位開放合作，訊息分享。尤其在促進健康及防止詐欺或

浪費醫療資源上。。 

 

表 4- 8 雛型可存續性評估：高齡者 

對象 高齡者 

檢視內容 
1. 會持續使用平台？ 

2. 聯結度如何維持？ 

檢視結果 

1. 必須先建立知名度及品牌，免費提供諮詢及導引使用額外收費服

務，有效解決不便與不安問題。 

2. 進一步建立個人化及客製化之服務，結合生活作息，成為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3. 連結其親友及群體，整體納入平台系統內，加深加大平台黏著度。 

回饋意見 

1. 要結合生活上的需要，必定會使用的功能，較能持續。例如結合家

電、生活照護上建議等。 

2. 不一定要把所有的親友都限制在一個系統上，而是能與其他系統連

結及交換訊息，要方便但不要限制，不要造成使用者轉換的成本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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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雛型可存續性評估：照護機構 

對象 照護機構 

洞見 

1. 組織聯盟，加強高齡者的服務的廣度及深度。 

2. 翻轉觀念，促進健康比醫療照護重要，舒緩照護需求。 

3. 改善照護人員待遇與職涯發展，穩定人力。 

設計內容 

1. 以集團或策略聯盟方式，提供整體服務提升價值，依各集團資源、

地理位置、專長及文化做差異化及降低成本。 

2. 配合政府及企業，從照顧員工健康做起，發起全民運動將資源從醫

療照護逐漸轉移至健康管理。 

3. 明確訂出照護人員升遷各階段職位及時程，各級人員都要歷練照護

工作。 

4. 建議修改制度及法令，將醫護與照護工作整合，學制及醫療體系制

度配合修改。 

回饋意見 

同意，要能盡快落實具體實施，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減少社會上高齡

照護的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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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經過上述章節的探討，蒐集都會區高齡者的需求、找出衝突點、反覆框定問

題，提出洞見並彙整及拉高層次檢視，提出了價值主張：我們應該如何來設計一

套喚醒健康意識、激發個人潛能及強項特質、同時又突破現實生活慣性及壓力之

的方式，來誘發高齡者從健康管理做起，以利健康、安心的在地老化。 

整個設計過程中，議題範圍大，在結論中予以聚焦及收斂，就設計思維及解

決多數人問題的角度，整理下列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 價值主張的實現：應分為實驗、損益兩平及獲利等階段，由小型實驗模擬逐

步獲利及為運。 

2. 健康平台需要高度信賴、保密、安全，才能為高齡者採用且融入生活需求。

各產業界相互磨合、尋求各自的強項互補合作，需要各方的利益動機及投入

期間一致達成共識、各自實驗經營或政府主導催化。 

3. 健康的身心靈是一切的基礎，要能有效激發健康意識更是基礎中的關鍵基石，

如此發展出來的在地老化生活方式，才會是獨立自主、安心自在。 

4. 經濟議題雖然重要，但其在個人或社會的發展到當下，可以變更的機會不大，

在可提供基本生活條件下，加強自我實現及健康身心靈，保持豐富的社會連

結，就可得到最大的福祉。 

5. 高齡者本身就是待激發運用的資源，因應少子化及高齡化的社會變遷，與時

俱進，把被操作資源化操作性資源，化被動為主動，被服務轉為相互服務。 

6. 在地老化的條件仍不足，社區發展照護模式及照護人力活化運用，至關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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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1. 健康平台應有全面的考量，跨集團、跨產業及跨區域的整合，有機會降低費

用活化資源，企業帶動民眾，降低企業及社會成本，避免各自建置後再整合。

雖然符合商業競爭生態規則，但與民生福祉及社會成本攸關，有一定規模的

企業及政府，可共同規畫進行，避免重複建置或摸索失敗後再重整之時間。

首先，可以共組銀髮產業聯盟，串連企業資源，提供一站式服務，提供長照

諮詢顧問服務，除了有利於品牌經營，未來也可以將技術輸出國外。同樣價

格的居家或機構照護服務，有更完整的內容。具體初步做法為： 

 人壽：年化專屬商品，保費最便宜的長看險國民保單，並且將投保年齡

延長到 70 歲，以無一般身故或退回保費方式，讓保障提高、保費降低

等關係企業， 

 銀行：壽險合作提供長照信託服務，提供頂客族、單身者等族群，確保

未來失智或需要人照護時，透過信託專款專用在自己身上。 

 醫院：

理師及諮詢。 

 保全：提供居家照護平台、運用 GPS 衛星定位、網路攝影監控 

 基金會：有老人活化歷史及傳承藝術，再與國際級企業合作，可以為在

地老化做更周全的服務。 

數位發展已成熟至企業可以也必須直接面對消費者的時代，過去有中間人的

媒介，已被削弱或取代。而且，產業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企業意想不到的

競爭對手，可能來自看似無關的產業。要以數位服務來滿足高齡者，雖然有

資安、隱私及習慣等因素，但是比起健康管理預防發病、即時性、方便性、

因應照護人力不足等，發展數位服務仍是主要趨勢。企業必須有平台直接服

務客戶、減少行銷及服務的成本及媒介，提升品質、增加掌控度。掌握平台

既能全面服務高齡者，也能取得擴大效應，有能力抵抗或結盟其他大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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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2. 推動產學合作，培養高齡照護人才加入產業，維繫照護品質穩定。 

與學校合作，攜手培育更多服務銀髮健康管理的專業人員。具體初步做法

為： 

 提供學生學習產業最新銀髮福祉科技應用，正確了解長者生理及心理狀

態，進而提供符合年長者需求的健康餐飲、休閒活動設計、身心機能活

化運動及健康科技。 

 為企業人才訓練找到更廣度及深度的學習與實習場域。協助學校發展及

建置銀髮體驗教室、了解雲端照護系統、遠端遙控機器人等健康科技設

備，教育學生如何透過科技，提升銀髮族居家及觀光旅遊的安全及便利

性。 

 從居家及社區的長者安全照護，擴大推展至旅遊、休閒、住宿的銀髮關

懷服務。 

3. 發展健康促進保單，串聯健康管理產業，形塑健康活力企業形象。 

保險不再只是賣一份保障，也是提供一個健康管理模式及健康生活方式的

促進。不只是高齡者，年輕人也需要健康促進的保單，帶動健康活力風潮

企業形象。也為未來的高齡人口議題預先做準備，從年輕就培養身心靈健

康的觀念及生活方式。若能促進健康，保費就愈便宜。而且，台灣現行的

照護人力及制度，以現行失能人口增加速度，對應照護人力的未來的緊縮

(少子化、印尼將緊縮輸出外勞等)，將無法因應未來的醫療需求，須以健康

促進及管理因應，降低衝擊。具體初步做法為： 

 以平台思維建立客戶互動：建立平台提供金控及關係機構之員工、退休

員工及其家屬使用。 

 先建立集團之健康網，提供健康資訊及 App 軟體，模擬客戶需求。與

其他平台界接。 

 推出試驗商品：實物給付、平台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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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險業及中下游產業可以整合，發展完整之產業鏈，在健康促進及管理上的

成果可以協助照護產業，平衡社會資源分配。 

 長照保險(上游)：依壽險公會統計，長期看護險於 2013 年之投保率僅

2%，相較於美國、日本投保率為 3%~6%，市場需求仍大，由政府推動

長期照護保險法，保障基本需求，在此基礎之下，商業保險可填補不同

客層需求。 

 照護機構(中游)：分別於健康期、障礙期、臥床期等不同健康狀態，予

以照護，提供藝文活動、健檢、日間照護、接送、陪伴、醫療等一貫服

務。 

 醫療器材、住宅無障礙空間改善、老人住宅租賃、生技醫療(下游)：產

值規模大，且為高齡者基本需，在自建的平台上經營，滿足高齡者。 

5. 高齡人力市場仍待開發，可發展高齡者適合工作職位或事業群或社會企業。 

具體初步做法為： 

 職務再設計的研發、擴大運用與宣傳：將職位拆分為適合高齡者兼職的

內容，可分段委外，較彈性也降低成本。 

 協助中高齡者成功創業，發展社會企業：藉創業來創造自我就業，以微

型創業貸款及加強業師的專業顧問意見，協助其成功。另外，朝「社會

企業」的方向發展，以非營利導向的社會企業來提供中高齡者較多的有

酬工作，取代無酬的志工服務，以落實「獨立、參與、照料、自我實現

與尊嚴」之老人人權，同時也可以提高中高齡與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

政府也可以由有酬工作的增加而增加稅收。 

 銀髮人才庫的建立：以媒合機制及加強訓練內容，另外開發適合中高齡

者就業的工作，利用中高齡人力來服務廣大的 65 歲以上高齡者，可同

時舒緩照護人力不足及高齡者生活保障收入的問題。 

 漸進式退休：60 歲時勞工符合勞退新制年金的請領資格，可考慮一邊

領取年金，一邊減時減量工作，到 65 歲符合勞保年金請領資格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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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退休。並以稅制鼓勵個人及企業活用高齡人力，對縮減工時的薪資

補助、提升健康檢查的等級、留用退休人員的薪資補助等，以提升中高

齡與高齡者的工作意願，以及提升企業接受漸進退休的意願。 

6. 健康促進及長照可視為產業，以全球化思維，在地發展成熟後，往大陸及東

南亞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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