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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新幸福系列：老人照顧 

第一部分：台北縣老年人口概況 

一、 老年人口成長的趨勢 

過去 10 年，台北縣的人口由 2000 年的 356 萬 7896 人增加至 2010 年 7 月的 388 萬 9049

人，增加 32 萬 1153 人，成長 9.0%。其中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由 22 萬 7188 人增加

為 31 萬 7963 人，成長了 9 萬 0775 人，增幅 40.0%，老年人口的增加率是一般人口的四

倍。而 14 歲以下的幼年人口則由 75 萬 5777 人變成 59 萬 8857 人，減少了 15 萬 6920 人，

減幅 20.1%。 

二、 老人率 

根據聯合國的定義，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率，也就是所謂的「老人率」在 7%以

上，稱為「高齡化社會」。台北縣於 2005 年時，正式成為「高齡化社會」，至 2010 年 7

月「老人率」則進一步增至 8.18%。雖然，台北縣是全國「老年率」最低的縣市，但老

年人口卻僅次於台北市 32 萬 9902 人，居全國第二位。 

三、 老化指數 

另外，65 歲以上人口與未滿 15 歲人口的比例，也就是所謂的「老化指數」，也由 2000

年的 30.06%，也就是 1 個老人對應 3.33 個幼齡人口，至 2010 年 7 月，增加至 53.09%，

也就是 1 個老人對應 1.88 個幼齡人口，顯示台北縣人口結構老化問題的嚴重。 

四、 老年人口撫養比 

而 15 至 64 歲工作年齡人口撫養老年人口的比例，也就是所謂的「老年人口扶養比」，

也由 2000 年 11.43 人扶養一位老年人口，至 2010 年 7 月，銳減為 9.35 位扶養一位老年

人口，顯示青壯工作人口所承受的負擔是愈來愈重。 

五、 老年人口的分佈 

台北縣 29 鄉鎮市，老年人口最多的地區依序為板橋、三重、中和、新莊、新店，光這

5 個市就聚集了全縣一半的老人。另外，就各鄉鎮市的「老年率」來看，以平溪鄉、雙溪

鄉及坪林鄉的「老年率」最高，都超過 20％，分別為 25.31%、22.58%及 20.33%，也就

是每一百位鄉民中就有超過 20 位是老年人口。而「老年率」最低的地區，則為蘆洲市

5.14%、新莊市 5.22%和土城市 5.38%，都還不到「高齡化社會」的標準。整體而言，台

北縣老人人口呈現三個特色：老年人口眾多（全國老年人口第二多）、老年人口分佈集中

（超過半數的老年人口集中於五個縣轄市）、老年人口結構城鄉差距極大（平溪每一百人

有 25 位以上的老人，蘆洲只有 5 位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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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台北縣老人照顧現況 

台北縣的老人福利設施計有老人福利機構 212 家（含縣立仁愛之家、內政部管轄 4 家），

另有未立案機構 4 家。社區關懷據點 208 處、居家服務員訓練單位 5 家、日間照顧機構 3

家、寺廟附設老人交誼廳 39 處、安養堂 8、老人文康中心 20、居家服務單位 10 個、松

年大學 75 班、老人住宅一處。長期照顧管理中心除板橋總站外，另於深坑、三重、淡水、

三峽長期照顧管理中心分站。 

然而，以台北縣人口眾多、土地遼闊，光靠這些老人服務設施顯然無法滿足老人所需。

其中值得檢討的有以下幾點： 

一、 老人養護機構（含長照機構）品質堪慮 

老人福利機構 212 家供給量高於需求量，但是，服務品質不夠理想。以 99 年接受政府

評鑑的 95 家為例，其中 35 家被評為甲等、50 家乙等、8 家丙等、2 家丁等，都不夠優。

顯見輔導這些長期照顧機構提升品質刻不容緩。 

二、 社區關懷據點不夠普及 

社區關懷據點普及率只有五分之一，未能於全市 1032 個里普設，大部分老人無法有一

個就近關懷他們的服務據點。 

三、 居家服務提供不足 

居服員訓練單位 5 家，99 年訓練 1300 人。顯然無法供應全市有獨居或失能的老人的家

庭所需。 

四、 日間照顧服務量少 

政府委託的日間照顧機構僅有 3 家。嚴重不足。 

七、 老人送餐服務不夠普及 

缺乏老人營養送餐提供單位，僅靠部分社區關懷據點少量提供，服務有限，難以達到

就近送餐的效果。 

八、 無障礙環境仍不夠友善老人 

不論是人行步道、公車站牌、失能老人交通接送等均不夠友善老人的視力與體能。 

九、 老人家戶維修協助不足 

政府缺乏老人居住環境獨特性需求的敏感度，未能提出積極的老人居住環境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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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高齡就業關心度低 

中高齡失業率高，但政府對於中高齡失業無積極作為。 

十一、 缺乏關心老人的健康促進 

雖然各鄉鎮有衛生所，但是未能與社會局轄下的社區關懷據點合作，很難達成老人健

康預防效果，減少長期照顧依賴。 

 

第三部分：新北市老人照顧政策 - 二樣創新、三個增加、四項服

務、五大目標 

二樣創新 

一、 開創銀髮人才中心 

開辦老人人力資源庫，辦理老人就業諮詢，鼓勵老人扮演文化傳承工作，開發社區型

產業，適合高齡者擔任部分工時工作。 

二、 推動老人志工時間銀行 

鼓勵市民參與照顧老人、兒童、身心障礙者，可獲得未來照顧時數回饋積點，建立一

個市民照顧市民的互助城市。 

三個增加 

一、 增加社區老人關懷據點 

目標全市 1032 個里，整合廟宇、教會、社區老人活動場所，每一里均設有一社區老人

關懷據點，並提升關懷據點功能，從健康預防、衛生教育、營養諮詢、休閒活動、福利

諮詢、送餐到家、團體聚餐，到志工訪視獨居老人等。 

二、 增加居家服務的質與量 

培育更多居家服務人力，對於住在自家的老人提供：家事服務、居家護理、居家服務、

送餐到家、社區定期聚餐等。 

三、 增加社區型日間照顧服務 

開發更多日間照顧服務機構、老人中心，以利老人就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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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服務 

一、 健康促進與傷害預防服務 

透過現有 29 鄉鎮市衛生所的轉型與功能提升，推動社區型老人健運動，鼓勵老人多運

動，同時教導老人預防傷害之各種活動，以減少跌倒、傷害、老化等。 

二、 連結照顧服務 

再增設雙和、新泰、汐止長照管理分區中心，擴大服務範圍，整合社會服務、健康照

護，提升長期照顧管理員的功能，確保需長期照顧的老人可獲得所需服務；加強老人服

務中心功能，連結老人所需服務，以確保老人生活品質。 

三、 老人交通服務  

除建構一個友善老人的人行道、紅綠燈、公共運輸系統外，行動不便的老人可以申請

計程車、特殊裝備車輛叫車服務。 

四、 老人住宅服務 

1. 住宅維修：為了讓老人盡可能便利地住在自己家中，政府應提供住宅維修補助、房

屋維修服務，以滿足其居住需求。 2. 老人住宅：除目前一處老人住宅之外，應再增加適

合無自有住宅老人居住的社會住宅，保障老人的居住權利。同時，於這些住宅提供居家

服務、到宅醫療、安全維護、共同餐廳等。 3. 失智症團體之家：輔導民間興建社區型失

智症團體之家，以因應失智症增加之趨勢。 

五大目標 

一、 建構完善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失能老人多元的照顧服務。 

二、 提供普及的老人關懷服務輸送，讓老人就近接受溫暖的照顧。 

三、 增加家庭照顧者的喘息服務，減輕家庭主婦照顧老人的壓力。 

四、 促進老人健康，讓老人雖然難免老化，但是活力十足。 

五、 推動友善老人的交通與生活環境建設，讓新臺北市成為友善老人的幸福城市。 
 

 

資料來源： 

 http://www.twimi.net/2010/08/blog-post_27.html, 《蔡英文提老人照顧主張 要打

造友善老人的幸福城市》／獨立媒體, 201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