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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主題：老人福利面面觀 

為了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台中市推出「托老一條龍」計畫，以預防性措施照

顧健康與亞健康的老人，幫助市民一起「抗老」。目前台中市總人口數已突破

277 萬人，其中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有 31 萬 1 千人，占總人口 11.2％。在高

齡人口中，大約七成屬於健康或亞健康的老人，兩成為亞健康或輕度失能，

只有一成是需要長期照護的失智、失能長輩。托老一條龍計畫，從健康、亞

健康至失能長者皆能有多元且連續性的服務，著重填補亞健康長者之照顧缺

口，並以健康促進、活躍老化概念，減少老人失能臥病在床時間，延緩長者

進入機構的時間及增加更多健康老人人口數為目標。托老一條龍服務共分為 4

個階段(如下圖)，本期電子報將為您介紹，本市如何運用創意與巧思提

出對策，為年長者打造一個充滿幸福感的宜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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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講堂  
淺論臺中市的老人與長照福利～從服務使用者角度出發 

曾竹寧（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一、政策走向  

依據經建會的推估，台灣地區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預估 2025 年時，

65 歲以上人口將超過總人口的 20％，為「超高齡社會」（行政院經建

會，2016）。雖然臺中市在 2017 年 7 月的人口統計，全市 2,788,182

人中年滿 65 歲以上的老人僅有 311,858 位，老年人口比例約 11.18

％，在臺灣地區各縣市中，人口結構並未偏向高齡，然，在整體出生

率低於死亡率的情況下，臺中市老年人口的比例成長無法避免，為因

應人口老化，滿足老人福利與長照需求，政府於 2007 年核定「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2013 年核定「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2015 年核定

「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於 2015 年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以

布建長照服務資源，建構完善長照體系為重點，尤其著重告各類長期

照顧機構的服務供給，強調所有的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服務都必須合

乎由消費者主導以滿足顧客需求（馮燕、陳玉澤，2016；Laine, 2005；

Wiener, 2001；王潔媛，2013；徐慧娟，2011；陳正芬，2006；蔡

啟源，2003）。  

 

二、服務品質  

生活品質是老年社會福利工作的關鍵，特別是服務輸送的順暢與否會

大幅影響接受照顧服務的品質（Adams ＆  Corley, 2001；Barrett & 

Gurland, 2008；張淑卿、許銘能、吳肖琪，2010），黃源協（2005）

直指，不論是哪種福利服務，核心訴求都在於提供老人一個有尊嚴、

自主和選擇的生活環境，這就是老人長期照顧的主要目標。  

為滿足與日俱增的照顧服務量，政府鼓勵非營利與營利組織加入老人

福利服務提供行列，藉以提昇服務資源；為了確保服務的品質，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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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關注非營利或營利組織在照顧服務扮演的角色與品質（陳正芬、

官有垣，2015）。在過程中，政府開始著力改善老人服務與減少老人

在健康與社會照顧服務的差別待遇，設定老人照顧的國家標準等

（Pierson & Thomas,2010；黃源協，2005；蔡啟源，2003），服務

內容從原本消極的因應老化症狀，提供照顧與輔具；進展為積極的緩

減老化症狀的影響，提昇個體的活躍力；故而，規劃了一系列從健康、

亞健康到失能失智狀態都能提供協助的長期照顧服務。  

 

三、成功老化與社會參與  

老化是一種不可逆的持續過程，但老化並非疾病，也絕非一無是處，  

正向/樂齡/活躍老化蔚為趨勢，學者認為老化是一個生物體在構造上

「自然發生、無可避免、隨著時間流逝，在排除歸因於病況外之所有

實質性必然改變的彙總」；也因為這些改變使得個體的健康功能變差，

最後導致死亡。良好的「老化」過程，意謂著這些構造衰退所帶來的

負面衝擊可以透過服務的介入或主動改變某些狀態，使得老化過程中，

個體仍可擁有健康、活動，有生產力的老化等正面價值。所謂「成功

老化」係指伴隨生理、心理情緒、社會等不同面向的正向促進，在老

年階段個體能夠持續發展並維持身心機能的最佳狀態，沒有因環境、

疾病、生活型態的不良影響而減少生活活動，享有愉快的老年生涯。

有研究指出台灣老人對「正向老化」的看法，發現老人對「正向老化」

著重需要：老的有「價值」（透過社會參與、持續貢獻心力）、老的「有

尊嚴」（維持健康、保有生活自主的能力）、老的「有自主」（強化各項

安全係數，為自己而活）、及老的「有活力」（走入社會，保持心理富

足的意義感）。從上述觀點，不難發覺積極充分的參與各種社會關係是

維持老人生活品質的重要關鍵，也正契合老化論點中「活動理論/社會

參與理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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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在地老化」的理念，政策上強調居家/社區式的服務，並強調透

過服務提供以維護家庭功能的重要性。美國各地有許多「以社區為基

礎的照護服務」（community-based care services）方案提出，「社

區化照顧」概念早已成為歐美國家老人長期照護服務的時尚 (周和男。

1997；秦燕、游育蕙、黃孝鏘，1999)。台灣地區根據老人福利法第

17 條，就已明列主管機構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醫護、復健、身

體照顧、家務、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緊急救援、住家環境改

善等相關服務；第 18 條更進一步指出社區式的照顧服務包含了保健、

醫護、復健、輔具、心理諮商、日間照顧……等。故當前的老人社區照

顧服務，以居家服務與日間照顧服務為兩大主流；兩者皆是以社區中

需要協助照顧的老人作為服務目標，差異在於，居家照顧服務是由服

務人員深入至老人的家庭內提供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則是將老人集中

在社區的某一個服務定點，以團體的方式共同提供服務。雖然因服務

機構性質的不同，不過讓照顧服務的內涵都強調『以社區為基礎的團

體方案，藉由個別的照護計畫以滿足老人的需求；是一種有結構的綜

合性方案，能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提供一天內少於 24 小時的健康、

社會與支持性服務』；其功能在於『透過照顧服務的提供，讓個人得以

留在社區之中生活』（Tedesco，1996）。  

目前提供的老人長期照顧服務有多種不同的服務型態，其中屬於社區

照顧服務的服務項目可簡單的依據服務機構性質的不同區分為醫療型

與社會（非醫療）型兩種，著眼點在醫療照護服務的多寡。也可依據

公共衛生三段五級的角度切入，將社區照顧依據服務密集的程度與社

會性服務的有無分為密集式復健、短期復健、長期健康維持與預防性

保健服務等四種面向（Robins,1976）。然考量到實務工作的推展，最

常被實務機構採用的分類，仍是從模式理論著眼，以 Weissert 的分類

方式，分為一般所稱的醫療型照顧（Medical Care）與社會型照顧

（Social Care）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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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社區照顧的解析面向  

類型 

學者 
服務解析面向 

Weissert,1977 醫療型 非醫療型 

Robins,1976 密集式復健 短期復健 長期健康維持 預防性保健 

Kalish,1975 
健康 

照顧 

服務 

能力 

附屬 

機構 

成本 

高低 

財務 

來源 

服務 

對象 

社區 

資源 

Harder,1986 
健康 

服務 

社會 

服務 

服務 

能力 

附屬 

機構 

成本 

高低 

財務 

來源 

服務 

對象 

社區 

資源 

服務 

時間 

Weissert,1990 護理之家或復健醫院附設 
一般醫院、社福機構或老人

住宅附設 

具有特定服務目的與服務

對象 

Yee,1991 中心環境 方案目標 服務性質 護理定位 計畫管理 人員態度 個案型態 

呂寶靜，1996 醫療型 社會型 

 

四、臺中市的老人社區照顧服務  

    目前台中市民經常聽到或使用的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服務，大體

上可以依據使用者的身心狀態對應社區照顧服務項目如下圖，但三大

安全面向，則是不論何種狀態的老人個體都需求的。  

     

 

 

 

 

 

 

 

 

 

 

 

健康狀態 

社區關懷據點 

活力俱樂部 

樂齡學習 

快樂學堂 

亞健康狀態 

日間照顧 

居家照顧 

家庭托顧 

送餐服務 

輕度失能 

小規模多機能 

居家醫療/護理/復建 

到宅沐浴車 

失能/失智 

瑞智學園/團體家屋 

社區整體性服務 

住宅空間改善 

輔具租借 

復康（溫馨）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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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中市針對健康狀態與亞健康狀態的社區照顧服務資源已經逐漸

擴充，若依據黃源協（1999）所提出的服務使用者期待與品質要求來

檢視，老人福利與照顧服務對使用者與其家庭而言，應當具備可近性

（accessibility）、保證性（assurance）、可溝通（communication）、

富能力（competence）、穩定性（conformity）、有禮貌（courtesy）、

明確告知缺點（deficiency）、持續性（durability）、同理心（empathy）、

人性化（humanness）、有績效（performance）、可信賴（reliability）、

安全性（security）、具體化（ tangible）等指標，是社區關懷據點與

居家照顧幾乎已經符合多數指標期望，日間照顧的資源點雖已經增設

不少，但可近性與價格問題仍是使用者的考慮；其他的服務項目，因

設置點的數量尚不足以滿足社區普及的需求，只有居住在資源附近的

民眾才能便利的使用。  

如何在有限的財力與人力狀態下，增設社區整體性的照顧資源點，並

逐步推動規劃，使服務在有限的財力與人力狀態下，增設社區整體性

的照顧資源點，並逐步推動規劃，讓使用者在不同的階段，都能順利

的接觸與使用各種適當的社區照顧資源與老人福利，將是市府及提供

服務的資源單位日後持續努力發展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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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運用  
老人福利服務 

一、  長青學苑─活到老學到老   

大部分學生都期待放假能盡情玩樂，但有一群學生卻不愛放假，非常期待上

學日。本市長青學苑的爺爺奶奶們，因為樂在學習，年齡雖無法不老，身心

卻能常保年輕。目前台中市共設有 29 所長青學苑，開設的課程十分多元。 

 

 

「寫書法可以讓我沉靜心性，改變拚事業時的

浮躁，氣質變好了！」在長青教室裡，書法班

的爺爺奶奶臨帖揮毫，一撇一捺鍛鍊氣韻。 

 

「游泳讓我的體態改

變，朋友都說我變年

輕了。」 

 

「運動是我最好的復

健，讓車禍遺留的痠

痛改善很多。」 
 

  

 

「我在這裡學會上網，還學會用 Line、

Facebook 與兒子、孫子互動，現在我跟他們都

零距離。」電腦班的奶奶得意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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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苑開設的課程種類包羅萬象又生活化，秉著「終身學習」精神，

我們鼓勵長者「活到老、學到老」，增進自我成長，因此在各行政區

都設立長青學苑，開辦各項課程，提供長者再進修及社會參與機會，

藉此拓展長者的學識領域、充實生活內容、促進社會互動。只要設籍

台中市、年滿 65 歲以上的長者，55 歲以上亦可兼收；偏遠地區也兼

收 45 歲以上市民。因為開課類別多元、收費低廉，常見婆媳檔、夫妻

檔「好康道相報」一起參加。  

更多相關資訊，請洽各區公所。  
 

 

 

 

 

 

 

註：本文摘錄改寫自臺中好生活 105 年 9 月刊文章「長青學苑 活到老學到老 爺奶背起書

包上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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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間托老服務(長青快樂學堂)─爺爺奶奶背起書包上學去  

80 歲的王奶奶，平日家人都需要上班，自從加入社區辦的長青快樂學

堂後，每天早上兒子上班時就送奶奶到學堂上課，學堂有社區的志工

準備營養的午餐，稍做休息後再跟著學堂內的老師上課互動，下午再

等著兒子接她回家，享受天倫之樂。王奶奶開心的與家人分享、交流

每日學堂新鮮事，學堂也會辦理衛生或健康講座，提供飲食及相關慢

性病管理課程及諮詢管道，培養長輩健康老化的健康觀念，協助長者

健康活躍老化。「老人家的飲食及所需的營養有特殊的需求，感謝學

堂開設的講座，讓我們更了解老人家的飲食該如何準備，以前讓老人

家一人在家實在令人擔心，有了學堂讓人放心不少，我放假時也會看

看社區這裡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大家互相啦~」王奶奶的兒子感謝的

說著。  

在上一篇我們介紹的長青學苑，主要提供 65 歲以上、活動力強的長者

參與；日間照顧中心的對象是失能、失智的長者；而介於兩者之間─

尚未失能、失智，活動力與學習力卻日漸遲緩的老人家往往無處可去，

若經常獨自在家很容易衍生諸多問題。如果說長青學苑是大學的選修

課的話，那麼長青快樂學堂，就像是「長輩的幼兒園」，提供健康且

行動方便、基本生活可自理的長輩，一週至少 5 天，每天 6 小時的服

務，包括文康休閒活動、餐飲服務、健康管理與醫療保健諮詢、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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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社區整併之聯誼活動及各類專案活動等，豐富且彈性的課程，

讓長輩在學堂一點都不無聊。  

學校閒置教室再利用  老少共學  

80 歲的王爺爺穿戴整齊，迫不及待要到長青快樂學堂去跟同學們分享週末的

新鮮事，又想到今天上午的課程安排是他最喜歡的日本歌教學，不禁忘我地

哼起最愛的日本童謠…。「阿公，我們上學要遲到了，爸爸已經在樓下等了喔!」

就讀國小的孫女嘟著嘴。「好好好，我們一起上學去吧！」祖孫倆相視而笑，

背起各自的書包手牽手出門… 

「少子化」加上「高齡化」促成了「人口老化」。少子化使得學生就讀人數減

少，多出來的學校教室變成了閒置空間，加上高齡人口的增加，長輩的活動

空間與照顧需求應運而生。因此，本市首創在學校設立長青快樂學堂，讓單

純的校園裡不再只有老師與學生，多了長輩的加入，一起老少共學！在中小

學生歡笑中學習，長輩也可以跟孩子一樣活潑有朝氣，孩子也能學習到如何

與長輩相處之道。爺爺奶奶學習得開心，孫子孫女也一起跟著爺爺奶奶到學

校一起上課。這是健康老化的目標，也是未來多元老人服務趨勢。

更多資訊，可來電 04-22289111#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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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老人共餐  

子女不在身邊、行動不便的老人家，難道

只能簡單解決一餐，或吃飯配電視？老人

共餐服務，讓獨居長輩吃飯有伴，用一頓

飯的力量，讓肚子和心靈都歡喜。  

看似簡單的一頓飯，卻為老人家的生活帶

來不少改變。老人家自己一個人常常隨便吃，不是前一晚的剩菜剩飯，

就是早餐吃剩的留到中午吃，中午吃不完的晚上吃，還有人喝牛奶，

簡單解決一餐。老人共餐服務，至少都有四菜一湯或五菜一湯，志工

現煮熱騰騰的飯菜上桌，營養和份量都足夠。  

有伴可以聊天，則是用餐之外更大的收穫。用餐前，阿嬤們會坐在一

起，邊幫忙挑菜邊聊天，彷彿回到以往的農村生活。有些人會帶自己

種的菜過來，甚至把家裡的衛生紙都帶來，供大家使用，為了讓長輩

們多動一下，也邀請有意願的長輩擔任志工，幫忙一起切菜、做飯。

每週一次的共餐，為許多長輩帶來潛移默化的改變。  

結合宗教  力推老人共餐社區化  

理想狀態下，我們希望由社區關懷據點承接老人共餐服務，但目前很

多社區因為能量不足，並未有社區關懷據點，因此我們與宗教團體合

作，由宮廟、教堂作為據點，至少每週一次為附近的長輩舉行共餐，

讓長輩走入社區，接近人群。社會局呂建德局長表示：「多數宗教團

體不但有愛心、耐心及恆心，且志工人力充足，對提供老人共餐服務

這一塊領域，有相當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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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市已有248個共餐服務點，包含221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16

處長青快樂學堂與1處大人食堂，並與10個宗教團體合辦銀髮共餐，

提供更多長輩人際互動、社會參與的場合。  

參與共餐服務多年的志工有感而發表示，「其實老人家就是要陪伴，

不一定要跟他聊天，能在旁邊就是一種陪伴，他們有看到人就好，那

是一種安全感。」  

 

更多資訊，可來電 04-22289111#37400 

 

註：本文摘錄改寫自臺中好生活 105 年 9 月刊文章「老人

共餐 陪伴飯菜香 爺奶逗陣呷飯抬槓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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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豐原長青元氣學堂  

 

 

 

 

 

 

在「前言」中我們曾提過，本市「721 托老一條龍」計畫，希望讓 7

成健康或亞健康、2 成輕中度失能失智、以及 1 成重度失能失智的老

人，都能得到最好的照顧。7 成健康或亞健康長輩能透過全台中 200

多個社區關懷據點與 13 所長青快樂學堂獲得適當照顧，「豐原長青元

氣學堂」則是希望防止 2成的輕度失能失智老人的生活能力繼續退化。

因為預防老人失能最關鍵的方法就是黃金期及早介入，一旦出現功能

衰老、足不出戶的傾向，就透過飲食、體能、腦力刺激等方法，協助

衰弱長者健康管理，預防身心惡化。元氣學堂，顧名思義，就是規劃

設計以「元氣」二字為中心，盡力維繫長輩的自立、尊嚴與活力，且

學堂有佔地百坪以上的戶外庭院、綠意盎然，很適合老人家每周來個

幾天，享受一下。  

長青元氣學堂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創造豐原在地的長照就業機會。

未來學堂將提供「到宅支持」服務，培訓二度就業婦女從事長輩的家

務清掃、起居安全工作，一方面保障老人家，無論在家生活或出門到

學堂，都享有良善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也為二度就業女性在高齡

化時代創造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  

更多資訊，可來電 04-22289111#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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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瑞智長者社區支援中心服務  

當一位語言學教授，發現自己慢慢忘了某些單字、跑步時突然忘記回

家的路、忘記和別人有約，甚至在自己家中忘記廁所在哪而尿濕褲子…

「我每天都在學習失去的藝術」、「記憶曾經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資產，

而我現在要面對漸漸失去它…」影后茱麗安摩爾在「我想念我自己」

一片中，成功詮釋早發性阿茲海默症患者。  

事實上，失智症也是老年人常見的疾病，不只患者難過，照顧的家屬

更常身心俱疲，因為照顧失能長輩和失智長輩很不一樣，失能長輩是

身體功能不好，但失智長輩是身體功能好，活動力也好，經常會出現

遊走、日夜顛倒、攻擊、幻覺等行為，很不容易照顧。  

研究指出，失智症狀是緩慢發生的過程，越早發現處理，能有效減緩

症狀的惡化，未來失智人口快速增加，而少子化的影響，未來能照顧

長者的人將越來越少，以單一家庭的力量，要照顧好失智長輩也將十

分困難，其實只要社區每個人舉手之勞，就能有效減輕家庭的照顧負

擔，因此，在失智症的預防照護上，我們秉著社區化照顧的理念，於

去年扶植 6 個在地民間團體成立「瑞智長者社區支援中心」，除了針

對社區民眾進行宣導外，還加入篩檢，對有失智之虞的長者進行追蹤

及關懷、促進健康，希望延緩失智發生及惡化。此外，我們邀請社區

中的店家及機關單位成立「瑞智長者社區守護站」，做為失智者的暫

時休憩點，並提供失智症的相關訊息，若發現有失智或是疑似失智的

長者，也能協助通報，逐步建構失智照顧網絡。  

更多資訊，可來電 04-22289111#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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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長照 2.0 計畫  

「臨時被公司指派出差，但爸爸一人在家該怎麼辦？」「我白天要上

班，老爸午餐都隨便吃或沒吃，真傷腦筋，放他自己一人在家，真的

也很擔心他跌倒，而且他也因為無聊沒事做，幾乎睡整天的覺，有沒

有白天可以去的地方？」有過照顧經驗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很大的

耐心，即使是最親近的家人，也會感到辛苦。長期照顧正是台灣許多

家庭正在面臨的負擔，建立完整的長期照顧體系，打造一個付得起、

用得到、溫馨而人性的長照服務體系，照顧每一個有需要的人，減輕

家庭照顧負擔是政府的責任。  

長照 2.0 計畫，是以長者為中心的多元照顧模式，提供長輩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家庭托顧、老人營養餐飲、交通接送、輔具購買、租借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到宅沐浴車、到宅照顧實

務指導員、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服務、老人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據點等服務，讓長輩依生活需求能選擇服務，協助其生活自立及維護

其尊嚴，減輕家屬照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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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 2.0，就是希望更能依照民眾實際狀況提供服務，以小規模多機能

服務 (簡稱「小規機」 )為例，由個案管理員依長輩的照顧需求擬訂個

別化照顧計畫，彈性使用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及臨時住宿，並由熟悉

的照顧服務員照顧長輩，滿足受照顧者服務需求。因此擔心長輩白天

在家的狀況，可視需求安排居家服務及日間照顧；臨時需出差也不用

煩擾，小規機服務可提供臨時夜間住宿，讓民眾放心出外，也是另一

種喘息服務。  

長照 2.0 規劃「付得起、用得到、溫馨而人性」的長照服務，以中長

期目標而言，我們以「一里一據點」，「一區一日托」、「區區有日

照」為目標，落實照顧每位長者，期本市能成為最佳銀髮生活圈。  

更多資訊，請向臺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委託他人辦理者，請

填具委託書。申請專線：04-4128080(幫您幫您 )。  

 

長照管理中心：                          

 

社會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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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迴響  
戒酒好不好？我陪你 

江芳郁 (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社工 )

十四歲時，與大一歲的先生相戀、結婚生子的妳，第一次見面的妳，

滿身酒氣，眼裡盡是隱藏不住的絕望，手臂上一條條的傷痕，都是妳

對人生無可奈何的掙扎。屋內的東西散落一地，我知道妳跟先生又起

爭執了，看到妳蜷曲著身體，躲藏在客廳一角，看著我的到來，沒有

一絲的驚訝，只是緩緩抬頭望我一眼，便又沉浸回自己的孤寂又混亂

世界。我走到你面前，蹲了下來對妳說：「戒酒好不好，我陪妳」。

妳突然地抬起頭，凝視我，沉默不語，我從妳眼神中似乎找到一線曙

光。  

既痛苦又掙扎的戒酒療程開始了，這段期間，妳不斷的回診，治療情

緒與酒癮問題，也按時服藥，一關又一關的撐過；家裡也有了些許的

改變，低收入戶申請通過了，食物銀行也進來了，生活開始穩定了。

現在，每次見面，妳杯中散發的是咖啡香氣，分享的全是與先生、孩

子互動，讓妳窩心、快樂的點點滴滴，妳開始覺得自己受幫助太多了，

想要回饋的念頭也越來越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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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介紹 

青春啦啦隊 

“這個世界太無趣了！小孩要用功讀書，年

輕人要努力工作，成年人要組織家庭，而老

年人就只好慢慢等死嗎？這群老人要徹底破

壞刻板印象，組織一支勁歌熱舞的啦啦隊！

這個啦啦隊年紀最大的八十八歲，平均年齡

七十歲，卻有著令人咋舌的爆衝精神。為了

有機會在世運表演，他們從 2008 年 10 月

開始練習，記不住舞步、傷兵不斷，阿公阿

嬷們天天吃阿鈣、維骨力強健骨骼，遲暮人

生無法避免的生老病死，也在這準備登台的

半年中，毫不留情地降臨。這群來自高雄的

爺奶們，燃燒自己生命到最後一刻，絢爛迸

放的青春火花，在加油吆喝聲中，留給下一

代熱情溫暖的回憶。” 

本期為您介紹的這部電影，雖然是一部 5、6 年前的作品，但卻能精準的傳達

「活躍老化」的主題，本片可算是高雄長青學苑的長輩的紀錄片，但以電影

的形式更生動的呈現。我們在這期電子報中為您介紹過本市的長青學苑，現

在為您介紹這部電影形式的作品，我們希望讓您了解，不分縣市，各地都有

一群默默的為長輩活躍老化的生活努力的工作夥伴。 

導演楊力州將該片定位為一種社會運動，不只想拍給長輩看，更想拍給每個

關心父母的人，以及關心自己退休生活的人看。透過觀影的過程，提供觀眾

看待老年生活的另一種選項與啟發。 

近二個小時的片長，保證讓您笑中有淚，如果您當時錯過了這部好片，不用

遺憾，記得去租或買 DVD 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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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托老一條龍 安心終老不是夢 

每個人都會變老，能夠安心終老是大多數人的夢想。本市正在推動的「托老

一條龍」政策，蘊含 2 點重要意涵： 

活躍老化：除了希望「老有所終」，安享餘年外，還能「老有所用」，在社會

上繼續發揮長才，因此我們鼓勵長者擔任志工、分享人生經驗；「老有所長」，

持續學習並成長，達到自我肯定和延緩老化的目標。 

在地老化：大多數人都期待自己的退休生活，能在家中安享天倫之樂，在熟

悉的社區中自由走動，保有自主自尊的生活方式；即使生病，也能留在自家

得到妥善的醫護照護，得到親朋好友、左鄰右舍的關心與協助。 

高齡化及少子化是台灣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我們將持續努力，為年

長者打造一個充滿幸福感的宜居環境，讓安心終老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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