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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 WHO)健康城市包括，從各項公共政策法規，

衛生、環保、社會經濟、安全、生活品質…等等各項指標，所以健康城市不單只

是衛生與醫療層面，是一個跨域的結合，朝向全球永續發展而努力，所有的目標

都是希望以市民的需求為出發點，與市民共同參與，進而訂定施政計畫及優先順

序，朝向城市永續發展努力。 

我國自2003年起與專家學者合作，積極參與 WHO 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

(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 AFHC）活動，並於2007年邀請各縣市首長，成立「台

灣健康城市聯盟」，推展國內健康城市，目前已有19個團體會員，本市2013年起

加入該組織，2014年、2016年~2018年陸續獲得不同獎項，然受限於國際政治因

素，我國雖無法加入 WHO，但積極與國際接軌，創造全民福祉是全球共同的目

標，本次參訪善用韓國學者南銀佑教授在韓國健康城市研究中心之學術影響，以

及江東區市長也是 AFHC 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身分，在與「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多年友誼，而本次參訪團適逢 AFHC 國際論壇在韓國辦理，能有機會了解 AFHC

在健康城市推動的重要方向，與實際推動情形，以及有機會接觸 WHO 健康城市

相關學者與重要核心人士，讓國際人士了解我國推動成果與經驗。 

除此之外，韓國的健康城市不僅是全國的目標，更是結合學界與私部門的力

量一起推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領導階層(縣市首長)對健康城市的認同與務實

的統籌規劃，甚至基層執行面也能侃侃而談，每個規劃都是跨域整合；從參訪單

位的經驗交流中，提出心得與建議作為本市相關業務推動及規劃之參考：一、健

康城市是生活在地球村的每個人所追求的目標與理想，也強調唯有跨部門的合作 

，才能發揮最大的潛能；二、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加速國際化腳步；三、全面性、

不分領域、不分專業，將改善社會福祉，視為自己的未來努力與推動；四、增加

民眾對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等相關議題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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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目的 

WHO 健康城市計畫始於1986年推動以來，獲得各國回響，目前世

界各國已有數千個城鎮加入「健康城市（社區）」之行列，遍佈於歐、亞、

美、澳與非洲。此計畫推動至今30餘年，為什麼不僅遍及各大洲，更深

入各城市，最重要的是此議題與人類有關，甚至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

尤其工業化的城市，面臨的社會、衛生及生態環境的多面向問題，逐漸

威脅人類健康，而城市又是與經濟、生活、乃至於生命息息相關的現實

環境，彼此相互交錯影響。WHO 不斷呼籲，健康問題不再僅限於衛生，

而是擴及到環境、社會、政治、生態學、行為學、文化等多專業領域的

問題，需要整合各專業部門的力量，甚至結合非政府組織、社會參與、

企業和市民自覺等力量，以及相關的公共政策，達到全民健康之目標。 

我國自2003年起與專家學者合作，積極參與 WHO 西太平洋健康城

市聯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 AFHC）活動，並於2007年邀請各縣市

首長，成立「台灣健康城市聯盟」，推展國內健康城市，目前已有19個團

體會員，本市2013年起加入該組織，2014年、2016年~2018年陸續獲得不

同獎項，然受限於國際政治因素，我國雖無法加入 WHO，但積極與國

際接軌，創造全民福祉是全球共同的目標，本次參訪善用韓國學者南銀

佑教授在韓國健康城市研究中心之學術影響，以及江東區市長也是

AFHC 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身分，在與「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多年之友誼，

以及適逢在韓國辦理的國際論壇，讓本次參訪團，能有機會了解 AFHC

在健康城市推動的重要方向，與實際推動情形，更能有機會接觸 WHO

健康城市相關學者與重要核心人士，藉此讓國際人士了解我國推動之成

果與經驗，亦可藉由二位市長經驗，學習韓國健康城市經驗，作為未來

政策規劃與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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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過程 

本次參訪由「台灣健康城市聯盟」郭憲文秘書長率四縣市(台北市、

桃園市、台南市、本市-吳澤誠局長、莊慧文代理秘書、朱春鳳科長）及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趙子元副教授，總計17人參加。 

9月 22日(星期日) 

時間 地點、程序內容 隨行人員 

13:40 

(17:00抵達) 

桃園--仁川機場 

仁川機場—首爾 Nine Tree 

Premier(明洞 2館)飯店 

本市-吳澤誠局

長、莊慧文代理秘

書、朱春鳳科長 

9月 23日(星期一) 

時間 地點、程序內容 隨行人員 

09:00～17:50 Institutional visit 1: 

拜訪江東區辦事處，了解健康城市

相關規劃與作為 

Institutional visit 2: 

     參訪江東區老人福祉中心 

Institutional visit 3: 

    參訪高德養老院 

Institutional visit 4: 

 參訪 100歲健康諮詢服務站 

Institutional visit 5: 

 參訪一字山香草天文公園         

同上 

17:50～ 歡迎晚宴 (by Gangdong-gu office) 同上 

9月 24日(星期二) 

時間 地點、程序內容 隨行人員 

09:00～18:00 Institutional visit 6: 

拜訪鐘路區辦事處，了解健康城

市相關規劃與作為 

Institutional visit 7: 

參訪老人福利院 

Institutional visit 8: 

拜訪延世大學健康城市研究中心，

進行經驗交流 

Lecture 1 

   health Inequalities in Taiwan  

Lecture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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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for Greying Cities:Age- 

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Taiwan 

Lecture 3 

Healthy City Project by Social 

Prescribing 

Institutional visit 9: 

參訪:參訪協助計畫推動的敬老

堂 

18:00～ 歡迎晚宴  

9月 25日(星期三) 

時間 地點、程序內容 隨行人員 

09:30～12:30 Institutional visit 10: 

 參訪首爾基金會 

同上 

12:30～14:00 午餐  

14:00～17:00  Institutional visit 11: 

參加健康城市會員大會 

同上 

18:00～20:00 晚宴  同上 

9月 26日(星期四) 

時間 地點、程序內容 隨行人員 

11:00～ 回程 搭車到仁川機場，

搭乘仁川 14:20 飛

機回桃園 

 

Institutional visit 1：拜訪江東區辦事處了解健康城市相關規劃與作為 

一、簡介江東區健康城市相關規劃與作為 

2015年江東區總計有1,749戶，其中292戶(17%)家中有老人，較2000

年增加5.2%，推估到2045年達到47.7%，較2015年增長近3倍。65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更從1997年快速成長，推估到2047年達最高峰(增加6倍)，尤其

2017年至2047年增幅最大，相對衍生的福利政策是江東區重要的施政方

向。 

江東區老年福利政策分為四大方向: 

方向一：照護與治療 

方向二：支持休閒活動和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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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三：支持退休生活並促進對長者的尊重 

方向四：健康安全 

這四大方向最特別的是要營造適合老人生活的環境，例如透過一些活

動(如做飯、園藝等團體活動)，將社會支持較少的獨居老人聚集在一起，

增進彼此的交流，建立彼此照護的關係；打造預防獨居老人自殺的互助體

系，也可以藉由舉辦慶生會，安排老人喜歡看的表演節目等，讓老人彼此

有交流的的機會，市長也會在會場致贈老人生日禮物，平時也會去拜訪百

歲老人，獎勵對老人福利有貢獻的企業或個人，表揚孝順的子女，也在父

親節、重陽節等活動發放機構加菜金，各社區也會有老人共餐服務，另外

也會在老人聚集所安裝有靠背椅的設施，營造休閒舒適的空間。老人福祉

中心也設置才藝教室、園藝休閒活動、心理諮詢、遊戲區等許多活動，提

高老人生理機能，促進活動。 

江東區有120家敬老所(類似台灣的里民活動中心)，任何人都可以到住

家方便的敬老所(如用餐、聊天等)，維持與促進人際關係互動。相關的老

人福利設施包括就業中心、老人保護機構、老人居家護理、老人休閒福利

設施、老人醫療服務設施、老人住宿福利設施等，以老人就業中心為例，

提供高齡者各式各樣的工作介紹服務，老年人親自製作的皮革飾品，明年

將大力行銷老年人製作的產品，協助老年人有穩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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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在江東區各行政單位都設置「健康百歲諮詢

中心」，方便長者就近可以接受慢性疾病預防和治療的相關諮詢與服務

工作，此為2014年韓國首座以社區健康為基礎的健康管理中心。後續

將參訪老人福祉中心(類似我國的長照C據點)、高德養老院及敬老堂(類

似我國的安養護機構)。 

 

二、意見交流: 

Q：老年憂鬱或自殺情形，在自助體系如何運作?如何找出這類高危險個案? 

A：藉由老人們平時的互動，在交流中如果有發現同伴有這些情形時，可以

反映，或者也有一些社區志工，平時也會去家裡拜訪獨居老人時，觀察

老人的狀況，還是要靠平常的觀察與交流去發掘老人是否有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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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visit 2: 參訪江東區老人福祉中心 

    首爾有25個老人福祉中心，每間都有不同的服務項目，目前參訪

這間是市政廳委辦財團辦理，主要是鼓勵長者參加才藝班、並且提供

休閒娛樂活動等，希望藉由這些活動過程與長者互動。 

此中心成立於2003年，共有六層樓，除了員工，也會聘請才藝老

師開設才藝課程，服務的對象包括來參加才藝課程或運動的長者、也

有罹患失智症需要別人照顧的長者、獨居但可自主行動的長者，專業

人員也包括護理師、物理治療師、營養師、健康保育員等與老人照護

相關的人士，總計103位。目前中心有22,400位會員，78%是江東區居

民，滿60歲以上老人皆可使用此中心的設施，每天約有1,300人次來使

用本中心的設施，女性較多約60%，男性約40%，與其他中心相同，

使用者中50%是70歲以上，江東地區類似此中心功能的有3間，另外本

中心也與物理治療中心、心理諮詢中心、公部門之間形成一個服務網

絡，並與鄰近的學校合作，讓學生進入中心與長者互動，中心內也提

供老人情緒或精神健康相關的照護服務項目，包括諮詢或心理諮商等，

也提供用餐及送餐服務，每天會為54位特殊長者製作三種餐盒，送至

長者家中，每餐費用約3,000韓元(大約台幣78元)，貧困者，也有相關

補助，大多是由企業贊助。 

另外也提供長者就業服務，目前有620位老人在8個事業機構服務，

並與敬老院合作提供一些服務；獨居老人有專責個案管理師定期到家

裡看看獨居老人的生活狀況，避免獨居老人在家發生意外。本棟五樓

收治需要有專人照顧的失智老人，四樓是屬於輕微失智者(白天才會來

本中心，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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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心設備的儲值機 才藝教室的課程表 

  

便於長者操作的廁所開關及置物架 

 

撞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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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1200多位志願工作者，分散於18個機構內，包括有健康福利

院、心理健康諮詢中心，觀察老人情緒問題，如果有自言自語，或不

願意和大家共同活動，也有部分志願工作者也會定期到家中探訪長者，

陪伴老人，讓老人願意走出來，參與大家的活動或團體當中，不再寂

寞，如果發現需要專業人員協助，也會提供心理治療，盡量打造沒有

憂鬱症患者的老人社團，健康情況較差，會被安排到療養院。 

 

Institutional visit 3: 參訪高德養老院 

    這是間由教會經營的單位，70%的住民是自費，30%是給貧困政

府補助的長者居住，45萬元/人/月(大約1萬1,000元台幣)，目前在此居

住的長者，最高年齡101歲，平均85歲，最年輕75歲，工作人員28人，

老人94位，大多能自理，一個房間住2個老人，有餐廳、物理治療室，

定期有合作的醫院提供看診及針灸服務，如果長者有額外就醫需求，

機構也會派工作人員陪同老人就醫(幾乎天天，因為機構附近交通方便 

，也有很多可以看診的地方)。 

 

 

入門處機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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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大門 
機構旁與公園相連，提供長者戶

外休憩的空間 

 
長者居住套房式的房間(2人/間，約5坪)，如果有親友來訪，可在交誼

廳會面 

 

Institutional visit 4: 參訪100歲健康諮詢服務站 

「100歲」健康諮詢服務站之命名，是國家政策希望民眾健康活百

歲。健康諮詢服務站大多設在民眾常洽公的行政單位，本次參訪的服務

站設在行政大樓內，提供的服務包括一般的健康諮詢、衛教及健康檢查

(例如:血壓、血糖、血酯、荷爾蒙、體脂肪)，也提供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這些服務站在首爾是相當普遍，此健康服務站隸屬福祉中心(類似我國關

懷據點)，如果規模較大的服務站，也有提供治療或復健服務(此類單位

隸屬衛生部門)。 

此健康諮詢服務站每天約服務20-25人，每個人服務時間至少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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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以上，大約1小時，每天至少有1位護理人員、3位物理治療師、3位營

養師，分別由不同的福祉中心派駐來此半天，提供這些專業服務皆採預

約制。 

  

健康諮詢服務站設在行政大樓內 100歲健康諮詢服務站 

 

Institutional visit 5:一字山香草天文公園 

一字山香草公園是2006年9月建立的人造公園，公園下方主要是引用水

處理槽，將漢江水引儲水槽後，利用過濾、淨化等濾水功能，轉變成為飲

用水，供應江東區居民使用，此水槽上方建立可以提供民眾休憩、運動散

步的市區運動場所，並且還有觀天台、瞭望台等設施，並將公園種植四季

都開著香草花卉（薰衣草等120餘種植栽）。特別設計為星座的照明設備夜

間時會啟動，所以全年無休皆可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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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visit 6:拜訪鐘路區辦事處 

鐘路區面積有23.91平方公里，15萬2,065人，擁有625年歷史的城

市，區域內有四大名勝古蹟，66個公家機關，69間學校，668家醫療機

構，2009年開始推動有關健康城市相關規劃，包括訂定了健康城市相

關組織架構與辦法，2013年組織舉辦健康論壇，2016年成立了健康城

市小組，2017年訂定推動項目，如建造了可以健身與健走的設施，並

且參與了西太平洋區國際健康城市聯盟領袖相關學術組織，2019年成

立了健康城市部，並主辦第七屆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首席城市，以

及擔任執行秘書處。 

 

 

整體都市健康計劃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都市計畫，分為三大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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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營造百年健康城市 

1. 身體上的健康：設置多個健身環境，並提倡與推廣健身運動。 

2. 生活上的健康：推動產後健康照護、兒童健康飲食計畫、心

理健康促進、預防與照護失智等相關議題之措施。 

 

 健康環境-營造健康友善的環境 

1. 減少空氣汙染及懸浮微粒：鐘路區市長原為建築師(第九年)，

城市塵霾嚴重，每天清晨有灑水車，進行街道灑水，減少塵

霾揚起吸入人體，根據這幾年空氣品質檢測，也獲得國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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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良好空氣品質。另外也設置禁菸區，推廣綠美化等設施。 

2. 推廣社會經濟與就業機會，共同營造健全的社會經濟體。 

3. 改善基礎建設，提供安全舒適的環境，例如安全的人行道等。 

 

 健康夥伴關係-營造健康平等的城市 

1.推動婦幼相關友善措施，並且推廣居家健康照護訪視等社區關

懷服務。 

2.提供與推動高齡友善的社區，以及開放更多可以促進社區居民

互動交流的環境，以營造社區凝聚力。韓國屋頂是平的，容

易堆積垃圾，政府定期幫忙民眾進行屋頂清掃，閒置空地會

種植蔬菜，成熟後送給獨居老人，或者製作泡菜，提供經濟

狀況不好的長者，道路兩旁進行市容整理，例如減少垃圾桶，

種植植物、花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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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施政表現在2012年開始著手都市更新，將老舊複合式住宅

進行改造，並大量植栽，其中 Saetteul Village(建立居民共享屋，並

成立社區工作室，從事房屋修繕計畫與推動教育計劃等)獲得健康城

市獎項中的大獎，ridge playground(遊樂場)，以創意及結合在地文化

指標，於2019年獲得總統獎。 

  

市中心畸零地不僅作為公園，更在矮牆旁鋪上乾稻草，讓攀爬類植

物攀附圍牆，具有綠美化之作用(如現場種植絲瓜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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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樓梯間，以有趣的人像與圖示說明爬樓梯對健康的益處，

例如現在已消耗多少卡洛里、正確血壓值、運動量不足可能對身體

的影響等，讓爬樓梯不僅運動，更同時增強爬樓梯的動機與健康意

念 

 

Saetteul Village(建立居民共享屋，並成立社區工作室，從事房屋修繕

計畫與推動教育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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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ge playground(遊樂場) 以創意及結合在地文化指標 

 

Institutional visit 7:參訪老人福利院 

一、 簡介：鐘路區老年人口比率是首爾地區第二大城市(24.6%)，其中本

館的會員佔首爾市老人的28.7%，本館分為本部及分館，本部

總建物5層4,795.13m
2，65歲以上的人都可以使用，主要是提

供長者活動、藝文、共餐以及社區關懷等，分館主要是舞蹈

音樂中心，員工共有46人，17,422位志工。2014年開館至2019

年6月30日止，11,059位會員，70-79歲人數占42.3%最多，女

性會員使用比率占62.4%，男性37.6%，另外也負責鐘路區的

61所敬老堂，每天53位送餐，拜訪534位獨居老人，了解他們

生活的情況，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子女可以聯絡或照顧。該機

構提供多項設施與服務，例如:撞球間、茶藝室、運動間、烹

飪教室以及用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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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要使用這些設施或供餐服務，可於一樓有儲值機，先儲值後再扣

除點數使用相關服務。 

二、特色： 

（一） 設置簡易醫療服務諮詢站：提供長者健康方面諮詢與建議服務

(例如血壓檢測、問診諮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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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靈諮商服務：老人憂鬱也是常見的問題，除了會安排相關醫療

人員服務，也會提供諮商服務。(以擠藥膏的圖像設計心靈諮商

站的指標，主要是表示心靈問題有時像擠藥膏一樣，一點一點多

點耐心，才會知道真正的問題)。 

 

 

 

 

 

 

 

 

 

 

 

（三） 利用空間種植農作物及儲存泡菜的日曬空間，再將作物製作成泡

菜，每個醃製的罐子都會寫上製作日期，完成後送給獨居老人或

者幼兒園。 

 

 

 

 

 

 

 

 

（四） 創造長者就業機會，此活動空間設置咖啡、泡菜販賣區，讓長者

可以從事服務工作，也藉由就業的機會，多與人接觸，以及發揮

再度就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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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避免長者費力開關門，以及因為動作慢被門撞倒，所以每扇門

設置卡鎖，門打開後有卡鎖可以固定。 

 

 

 

 

 

 

 

（六） 硬體消防設備，每個空間裝置以輕便簡易操作的投擲滅火瓶，輕

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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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雖為五層樓建物，整棟建物採光，盡量以陽光取代日光照明，但

又不會因為陽光照射角度，讓室內溫度太高。頂樓也加裝太陽能

板，減少耗電，也種植農作物及曝曬泡菜的場地 

 

三、問題交流: 

Q：61所敬老堂中，有23所是老少共同在安養院，此模式為何? 

A：目前是23所，但會逐漸推廣至61所，主要是推廣老少在一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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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促進相互間的交流，運作的模式就是和學校合作，讓學生體

驗敬老文化，孝道，也可以給老人做按摩。 

Q：何謂健康鄰居? 

A：鼓勵老人可以走入鄰居，或者鄰居也可以到老人家中坐坐，促進

彼此往來，類似敦親睦鄰的概念，不僅是老人，甚至是弱勢群體(例

如身體上的障礙，行動不便)，推廣像大家庭、社會共同體的概念，

因為都會型生活忙碌，有時周遭鄰居鮮少認識或打招呼，推動此

概念是希望營造友善的社區環境，鄰居幸福，自己也幸福。 

Institutional visit 8:拜訪延世大學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及 Institutional visit 9:

參訪協助計畫推動的敬老堂 

延世大學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分享了一個由非專業醫護人員提供社區

關懷服務措施，改善高齡族群憂鬱之介入性研究報告 

背景：從韓國的社會保險資料分析，20%患者會向家庭醫師表示需要

社區關懷服務的相關問題，15%的醫療人員也會為了尋找社

區關懷服務而有1/3的時間花在非醫療照護，再加上韓國老

人人口增加，獨居或獨處的情況越來越多，2018年韓國政府

開始將社區關懷服務措施納入國民健保項目 

計畫目標：發展一套可改善老人憂鬱的非專業人員社會關懷服務方案，

進而可推廣至其他社區，甚至作為其他地區學習參考的方式 

研究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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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間與地點：在鐘路區的敬老堂(類似我國的老人活動據點)，執

行八週，每週一次課程活動，每次70分鐘 

收案的對象與人數：本計畫總計有13位65歲以上長者參加 

方案內容：主要以聽音樂，讓參與的長者回憶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像

說故事一樣彼此分享；另外也結合藝術活動，包括音樂、藝

術、身體活動等。 

參訪當日的情況:參與計畫老師帶領長者，畫一雙如果自己

要去旅遊的鞋子(播放長者熟悉可輕唱的音樂)，一邊協助長

者繪出心中的鞋子，包含裝飾、樣式等，一邊讓長者們彼此

分享自己曾經去過哪些地方，有什麼好玩印象深刻的地方，

甚至和誰去，發生了什麼值得與大家分享的事情，在製作過

程中彼此開始有了互動，甚至畫出自己覺得最美最希望穿的

鞋子，過程中讓長者充滿回憶、快樂，參與的長者中雖以女

性居多，但仍有少數男性，男性長者在參與過程中，有可能

因為個案或者傳統韓國人的男性主義，較少發言，但帶領者，

也會藉由一些技巧，如：讓較活潑的男性長者與沉默內向的

男性長者互動，多引發一些話題，讓內向者也可以勇於說話，

周遭長者也彼此給予鼓勵，增加活絡。繪畫課程結束後，由

部分長者(行動方便者)進行才藝表演(如：帽子舞)，其他人

給予打擊樂器伴奏，並且與我們參觀者共舞。有時也會邀請

學校學生一起參與互動，除了藉由年輕人的活力，感染長者，

最重要也是讓年輕人多與長者互動，了解長者，進而知道如

何幫助長者與協助長者。 



26 

 

音樂敘事:長者畫出心目中的漂亮鞋子去旅行

 

繪畫課程結束後，進行才藝表演及與來訪貴賓共舞 

 

測量及檢測工具：使用 GDS-K 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Korean 

Version)及面訪蒐集資料，再用 SPSS21.0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1. 在課程結束後，憂鬱程度顯著降低(12.38降至8.30)(p<.05) 

2. 音樂敘事的社會關懷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老人憂鬱之情

形。 

 

I

n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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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visit 10:參訪首爾基金會 

一、簡介：是首爾市提供財政資源，基金會主要各單位申請的計畫，進行

審核及經費補助，並對於執行情形進行成效評估，讓市政補助的經費

發揮最大效益。員工有200多位，博士有20幾位，還有5位以上的律師。

以下是基金會的介紹： 

（一） 高齡友善城市方面做了那些改善 

友善城市的規畫要讓大眾都有感，覺得政策的推動對自己也

有幫助，這樣規劃出來的相關政策，大眾才會支持。首爾市可以

說是目前在韓國各城市爭相學習的對象；2010年開始積極參與西

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相關學術活動，以及健康城市八大方向為推

動方針，擬定相關策略，2013年成為韓國第一個加入此聯盟會員，

到2019年為止，韓國共有11個城市加入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會

員，在首爾不僅像現在這樣規模的機構加入，也有鼓勵小型組織

加入，目前25個小型組織中，有14個也開始朝向高齡友善城市方

向努力。自從加入此聯盟後，不只環境改變，整個市政組織也改

變，例如2014年在市政府單位成立了一個老人福祉團隊，2015年

該團隊不僅為老人開設相關活動，也為退休老人，甚至特別規劃

相關活動，從服務長者中，體會到還有許多更需要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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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推動的政策 

為老人增加更多的基礎服務，尤其老人復健社區，這也是目

前大力推廣的項目，也創造了更多的工作岡位，尤其對於50歲以

上的老人，開始第二個事業青春，另外對於戰爭後出生的(目前大

約50歲左右)，或許在當時沒有辦法接受良好的教育，現在對於這

些老人提供教育相關更好的資源，所以綜整首爾的現況，以 WHO

健康城市以八大方向為基礎，規劃出首爾推動政策的六大方向。

以下舉例幾個方向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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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社區照護方面為例：照顧和安養是必要的，目前也會建

設更多這樣的場所，2011~2019年不只醫療照護的提升，

還有擴增基礎建設，在首爾14%為65歲以上老人，其中

20%~30%是獨居，也運用智能網路，關注獨居老人的日

常情形，甚至在2017年也曾因此網絡的建立，成功處理老

人危機的案例，2018年成立預防孤獨老人死亡的服務項目 

，不只是65歲以上老人會有這方面的需求，45~50歲獨居

男性也有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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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領域：包括基礎設施、住宅、交通等，老人免費搭乘，

並有專人服務等措施。住宅方面也有免費或租賃的房屋，

公共設施改建符合老人可以使用，街道上廣告的字體也特

別大，桌邊有擺放老人拐杖的扣環。最特別的是成立「50
+

服務中心」，提供老人第二春就業機會，首爾25個小型組

織皆有這樣的服務中心，提供就業、輔導與培訓。也有免

費的電影院讓老人觀看，每年還會開創老人電影節，這些

都是由政府負擔，首爾這些服務據點大約有三千四百多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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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教育與跨世代的交流方面：不只要幫助老人，也要讓年輕

人了解老人化社會的現況，所以印一些指南、網站、報導等資

訊，也頒布了敬孝十誡，列入相關教育課程。

 

以上都可以互相交錯實施，另外也選擇一個示範區，推動

友善商家，教導商家如何對老人進行服務，其他商家也陸續加

入，目前這個社區已有38間店家加入，還有更多的商家陸續參

與計畫，這些友善商家基金會會提供「長長久久」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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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老人問題也開始被重視，除了增進大家對這方面的認

知，基礎設施做一些設計，例如：社區房屋的樣式都差不多，

可以利用不同的顏色彩繪房屋，讓失智老人可以以顏色更容易

記住自己的家，在家門口做了不同的標誌，對於照顧者也提供

了照護指南，包括自家或附近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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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見交流： 

Q：首爾基金會負責各單位提供申請的計畫進行審核及補助，並對於執行

情形進行成效評估，這方面管理機制與成效為何? 

A：各單位提出申請資料，基金會也會結合專家學者，進行審核(包括使用

方向、效益等)，每年也會進行執行成效的評核，作為未來經費撥付的

參考，如果執行成效不如預期，也有可能換法人經營管理等。 

Q：就業媒介大多是什麼樣的工作? 

A：清潔打掃、保全、快遞員、網站上數據的監控(年輕人大多不願做)等。

也有教老人如何創業，培訓課程或者相關諮詢等，例如如何製作餐盒、

清掃工作。 

Q：失智老人公寓如何運作? 

A：這是一個融合社區的方式，讓居住在此社區的人，能了解失智老人的

病程進展與需要，並非將失智老人集中照顧，而是要讓大家了解如何

與失智老人生活在一起，引入失智照顧觀念的推廣。 

Q：韓國在長者的照護工作現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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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韓國長者不太能接受外籍人士的照護，所以首爾目前正在積極培訓

國內的照護人力，但也是會面臨人力的不足，尤其時薪提高後，有些

服務機構更難聘用足夠的人力，也會結合學校，讓學生到社區或機構

內服務。 

Q：如何鼓勵老人願意走出來，參加社區的活動? 

A：確實還是有一些比較不願參加社區活動的長者，會運用同儕的關係，

到家中與長者聊天，讓長者看看出來活動的照片，或者聊聊活動中的

樂趣，讓長者感覺走出來是件有趣的事情，也會在住家附近盡可能設

置可以運動的設施，方便長者就近使用。 

 

Institutional visit 11:參加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國際論壇 

學者 Agis D. Tsouros 專題報告主題:健康城市-全球關注的議題 

有關健康城市相關策略指標與研究的簡介：研究或發現問題者，可以從健

康議題當時的政策背景、以及相關網站的資料(如年度報告、文獻摘要等

資訊)，找出可能的問題或影響因素，再藉由過去是否有類似與可能可以

執行的相關研究(或者成功案例)來規劃相關政策的擬定或介入措施，執行

過程中監測其數據，並適時調整方向，但研究過程有許多需要考量的因素，

包含執行過程中可能環境的支持、生活模式、影響生活品質等，都會是研

究案的成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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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研究者要考慮健康城市七大方向，哪些生活和工作的條件、生活方

式是導致冠狀動脈健康問題，還有可能個人的健康行為與危險因子，促使

其成為心臟疾病患者，進而演變成冠狀動脈健康問題，因此提出健康相關

的改善措施。 

 

 

學者 Agis D. Tsouros 專題報告主題:健康城市-全球關注的議題    

健康城市的政策是需要有階段性長期的努力，無法立即立竿見影，所以

要重視政治宣言的價值。Dr. Trevor Hancock 提出 SDGs(全球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7 項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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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指標需透過有效資源分配及跨部門合作，建立良好夥伴關係及永

續發展，讓城市成為具安全及永續性適宜人類居住的環境，且全球間要

有夥伴關係，尤其在 SDGs(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也包括保護及復原地球

生態系統指標。 

 

成功建構21世紀健康福祉的重要影響因素：能結合公部門與民間組織、

開創平等機會與對等關係、與共同合作推動的夥伴建立共識、制定公平

與可持續發展整體的健康政策、因應全球問題重新思維與調整必要組織 

、增強社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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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健康城市是生活在地球村的每個人所追求的目標與理想，也強調唯有跨部門

的合作，才能發揮最大的潛能 

何謂健康城市？1986年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 WHO)有鑑於工業化城

市的發展，將導致許多社會、衛生及生態等問題，1994年 WHO 給“健康城

市”定義：健康城市應該是一個不斷開發、發展自然和社會環境，並不斷擴

大社會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命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互相支持的城市。

健康城市計畫是讓政府各個部門的施政，納入健康的概念，跨部門的行動、

社區民眾的參與及創新等，共同建立一個永續之健康的公共政策，目前全球

各地已有5000多個城市陸續推動，分別遍佈於歐洲、美洲、非洲、中東、東

南亞與太平洋等區域。我國自2003年起推動開始與專家學者結合，藉由與地

方政府共同合作，檢視當地民眾健康需求問題，結合公部門、學者專家、社

區組織等跨領域、跨部門的合作機制，本次參訪活動，亦也看到其重要性，

必需是在各局處有共識的情況下，列為縣巿永續發展的重要承諾，在市府財

政仍有赤字的情況下，仍能營造適宜各年齡層居住的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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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加速國際化腳步 

AFHC 從2004年第一屆會員大會開始，每兩年舉行一次會員大會，至今

2019年止，韓國至少承辦了2次會員大會及1次頒獎典禮，可以想見韓國在參

與國際會議之積極性與努力，也藉由主辦機會，更有機會可以讓各國知道韓

國的進步，雖然我國無法進入 WHO，但如能藉由此類參訪與國際間學界互

動機會，讓國際間看到台灣的努力，以及學習其他城市推展經驗，加速國際

化腳步。 

三、全面性、不分領域、不分專業，將改善社會福祉，視為為自己的未來努力與

推動 

韓國推動的社會福祉大多與目前台灣推動的高齡友善城市及照護體系

相似，但韓國是以整體年齡層規劃，例如包含從小的教育，讓學童不再只是

書本教育，而是實際參與服務，視為普及教育，也從各項基礎建設，從了解

長者的生活型態，進而落實的公共政策(大的面向如：營造長者能夠在社會

發揮作用的環境和機會，支持長者持續就業、參加志願服務等，不能只有給

予的關係。小面向如：生活環境的字體、桌邊拐杖放置所、廁所大手把等)，

不僅從公務機關做起，變成每個人的習慣與直覺。 

四、增加民眾對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等相關議題的動能 

擴大讓民眾參與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等相關議題，讓市民有感營造

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的重要性以及和自己切身相關，同時增加與民眾的對話，

了解市府與民眾是夥伴關係，共同為營造健康幸福宜居宜住的基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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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照片 

9月22日於桃園中正機場出發 

 
江東區市政廳廣場，並於廣場週邊綠美化及設置手機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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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區市長簡介江東區的健康城市介紹，局長亦進行意見交流 

江東區市長晚宴歡迎我國代表團，並與局長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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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山香草天文公園 

                

路邊吸菸室                用箭頭標示禁菸區(非畫禁菸線) 

鐘路區市長與本局局長進行城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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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路區市政廳及本局代表於會場合影 
 

局長與鐘路老人福利院金永鐘秘書長交流 

 

局長與基金會財團福利洪英俊代表致贈禮物 
洪英俊代表與全體與會人員大合照 



44 

 

 

我代表團於西太平洋區國際健康城市會員大會留影 

  

西太平洋區國際健康城市會員
大會 

局長與西太平洋區國際健康城
市聯盟代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