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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齡連結（Rebuilding connections for senior citizens） 

－2022 基隆城市高齡論壇 

 
一、 目的： 

「人口老化是擋不住的大浪」，台灣已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截至今

年 8 月底止，本市總人口數計 36 萬 1,099 人，其中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計 68,521

人，佔全市人口 18.98%，而推估本市將在 2023 年提早進入「超高齡社會」是可

以預期的！ 

為本市近 9成的健康長者，打造長者的健康樂齡生活，本府建置「長青學

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巷弄長照站」、「樂齡學習中心」、「文化健康站」

及提供長者各類文化研習班等，提供一連串知識性及健康促進活動，豐富長者

生活；此外，為了鼓勵長者多多走出家門進行社會參與，不僅持「敬老卡」免

費無限次搭乘市公車，且透過購置低底盤公車，保障長者乘車安全，另藉由「金

齡歡唱列車」及「安老托老－行動學苑」提供長輩休閒娛樂。 

另外 1成多為失能長者，本府亦提供「長期照顧服務」，如居家服務、營養

餐飲、交通接送及各項醫事專業服務外，更積極佈建家庭托顧、日間照顧中心、

團體家屋等社區式服務資源及住宿式機構，讓失能長者獲得妥適照顧；另，我

們也發現了家庭照顧者的長時間的照顧壓力，因此自 107年度起，陸續與民間

單位合作設置「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並於 108年起，深入思考家照者生

活場域，期待長照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能讓更多市民認識與了解，並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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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即時性的協助；此外，本府亦連結本市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蛋行、雜貨店、

咖啡店、汽修廠等民間資源，布建了 217處「家照暖心站」，由店家擔任長照資

訊推播角色（家照領航者），期待能發覺更多潛在的長照需要者及家庭照顧者，

達到「看的到、找的到、用的到」的政策目標。 

「基隆城市高齡論壇」系列已邁入第 5 年，從辦理元年「基隆市 107年度

城市高齡論壇」針對本市「人老、屋老、城市老」的三老現象，共同討論長者

居家安全；第二年「2019雨港基隆城市高齡論壇」，不同於元年同溫層對話，透

由橫向及縱向的資源連結，達到產、官、學的共同交流，提高本市長照能見度；

第三年「2020基隆城市高齡論壇」以安全出發，邀請北中南三個縣市非六都的

經驗分享外，更跨界邀請金融業、科技業、醫師、律師及民間單位等，共同腦

力激盪討論高齡議題，一同為高齡議題出一份力；第四年「2021基隆城市高齡

論壇」則以自主出發，隨著 COVID-19疫情的發展，首先著重在疫情下住宿式機

構防疫的解構，針對疫情重新塑造服務模式，且透過本府主動出擊，於疫情期

間製作長輩圖、繪本為媒介及以文化角度出發，提醒長者們雖然無法出門，仍

可以社區參與及自我學習，降低憂慮，亦於論壇首次提及臨終議題，提醒大家

很多事情都可以提早自己作主。  

今年，熟齡連結（Rebuilding connections for senior citizens）－2022

基隆城市高齡論壇，「發展智慧照顧與科技連結」主軸著重在於智慧照顧與人工

智能的未來想像、「打造後青春生活的創新連結」，以年輕的心理年齡影響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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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後青春的創意生活、「建構醫養整合的照顧連結」並首度談及失智症議題，

邀請中央長官、全台各地的醫師群，共同針對醫院體系及在宅醫療等多面相的

探討，期建構醫養整合的照顧體系，讓本市市民能夠獲取更多面相的知識，從

容面對超高齡社會的到來。 

 

 

二、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三、 辦理單位：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四、 策略夥伴：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智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侒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老人

福利推動聯盟、社團法人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長期照

顧發展協會、新活藝術、維揚診所、基隆市衛生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五、 辦理期程 : 

(一) 實施時間：111 年 11 月 3 日，共 1 日。 

(二) 活動地點：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7 號) 

(三) 參加對象人數： 

全台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相關科系師生、人民團體、非營利組織、公

部門各級單位人員及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民眾，共計 150 人(含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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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9:05 開場影片 

9:05-9:15 長官致詞／大合照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講者 現職 

9:15-10:15 

啟動超高

齡社會的

超連結 蔡惠貞 

科長 

吳挺鋒 處長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陳雅美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健康政策及管理研究所 

楊培珊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15-10:45 綜合座談 

與談人： 

 吳挺鋒 處長 

 陳雅美 教授 

 楊培珊 教授 

10:45-11:00 茶敘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講者 現職 

11:00-12:00 

發展智慧

照顧與科

技連結 張淑卿

秘書長 

賴添福  

榮譽理事長 

社團法人 

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 

蔡明恭 營銷長 智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偵蓉 博士 
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12:00-12:30 綜合座談 

與談人： 

 賴添福 榮譽理事長 

 蔡明恭 營銷長 

 甘偵蓉 博士 

12:30-13:30 午餐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講者 現職 

13:30-14:30 

打造後青
春生活的

創新連結 

蔡素貞

校長 

林經甫 董事長 台原藝術文化基金會 

李正雄 創辦人 侒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康思云 執行長 新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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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綜合座談 
蔡素貞

校長 

與談人： 

 林經甫 博士 

 李正雄 創辦人 

 康思云 執行長 

15:00-15:10 茶敘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講者 現職 

15:10-16:30 

建構醫養

整合的照

顧連結 
施冠榮 

主任 

*李麗芬 

政務次長 
衛生福利部 

劉介修 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曹汶龍 主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失智症中心 

陳英詔 醫師 維揚診所 

16:30-17:00 綜合座談 

與談人： 

 李麗芬 政務次長 

 劉介修 醫師 

 曹汶龍 主任 

 陳英詔 醫師 

17:00 賦歸 

 

七、 預期效益 

(一) 本論壇已連續辦理 4 年，是全台唯一地方政府每年針對不同面向的高齡議

題持續深耕，並獲歷年參加人員極高滿意度；此平台不僅止限縮於在地發

聲，更邀請國內組織 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蒞臨，

透過其專業演講分享影響力，讓多方想法與照顧理念得以發酵成真。 

(二) 透過雜誌專欄、相關講者所屬組織資訊網站、基隆市政府府網、社會處處

網及臉書推播放送，藉此提高本市的能見度。 

(三) 本次活動預計參加 150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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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報名網址：2022 基隆城市高齡論壇 (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九、 交通資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建議路線圖 

https://forms.gle/SEg42X7BW7F5LwHGA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