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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中國大陸與韓國之高齡者網站內容現況
張慧敏 陸清達

*王玲玲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摘要
全球人口正快速地高齡化。中國大陸 60 歲以上高齡人口超過 2 億，堪稱全球「老人第一多」
；
而日本則是世界高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其老人比例堪稱全球最多。在亞洲，除日本以外，就屬台
灣與韓國之高齡化程度最為快速；韓國與台灣的文化歷史背景、經濟發展過程都十分相似，且高齡
化程度非常接近。過去台灣有不少文獻探討日本因應高齡化社會所提出或實施之相關策略，但對於
中國大陸與韓國高齡化領域之研究文獻則較少，因此本研究以中國大陸與韓國作為研究對象，探討
它們因應人口高齡化在網路傳播之現況，以了解其面臨高齡化社會在網路方面所提供的各種資源
及服務，研究發現舉凡飲食、服飾、居家服務、交通、網路購物、教育、新聞報社、旅遊與休閒、
交友與徵婚、法律支援與保護、保險及津貼、退休、再就業與志工、學術研究、政府資源等，都有
以高齡者為目標族群或與高齡相關之網站。中國大陸方面，專為高齡者設計服飾之網路商家、老年
大學相關教育機構、線上學習課程數及影片時數、老年報社等，為數眾多。韓國方面，因應嚴重的
老人受虐問題，廣設老人保護機構，並利用網路宣導相關訊息；長照保險制度日益完善，有專屬網
站提供詳細相關資訊；政府積極投入資源協助高齡者再就業，許多網站提供求職服務。這些結果將
可做為台灣未來為提昇老人福祉、建造高齡者網站之參考與比較。
關鍵詞：中國大陸人口高齡化、韓國人口高齡化、高齡者網站

1. 前言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死亡率下降，因此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全球人口正面臨高齡化現象。國
際上將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及 20%時，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hiet.)、
高齡社會(aged sohiet.)及超高齡社會(su:en-aged sohiet.)。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戶籍人口統計資料顯
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
，台灣於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並將於 2018 年成為高齡社
會、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因此人口老化現象是台灣目前一個極需要重視的問題。
中國大陸於 2001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02）
，往後三、四十年人口老
齡化發展速度與規模居全球之冠，據推算，將於 2025 年進入高齡社會、2040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
（新華網，2014）
。依據中國大陸國民死亡率預測，65 歲及以上人口數將從 2000 年的 0.94 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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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的 3.34 億（占總人口的 22.6%）
；80 歲及以上人口數將從 2000 年的 1200 萬增加到 2050
年的 1.14 億（北京大學老齡健康與家庭研究中心，2015）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人口司
2015 年之統計(United Nations, 2015)，中國大陸有 2.09 億 60 歲以上的人口，堪稱全球「老人第一
多」（第二多為印度的 1.165 億，第三多為美國的 0.665 億）。
另外，根據 2015 年底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之統計資料，60 歲及以上之高齡者，相較於其他年
齡層，是使用網路數量增加最多的群體，且比起 2014 年增加了 1.5%，即增加了約 2000 萬人（中
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6）
。近幾年來，特別為高齡者設置或與高齡者相關之網站紛紛出現，顯
示網路傳播已經逐漸踏入中國高齡者的世界，對高齡者的影響也日益顯著。因此本論文選擇全球老
年人口數最多之中國大陸作為研究目標之一，探討中國大陸因應人口高齡化在網路傳播之現況。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nal Intelligenhe Agenh.)公布的《世界概況》(Tte Wonld Fahtbook)統計
(Centnal Intelligenhe Agenh., 2015)（表 1 所列為亞洲地區部分國家及全球之統計資料）
，目前在亞洲
地區，韓國與台灣的老年人口比率及老化指數最為接近。所謂的「老化指數」(aging index)是衡量
一個國家/地區人口老化程度的指標，它的計算方式，是以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口數，除以 14 歲以
下之幼年人口數，所得出的比率；該指數越高，代表高齡化情況越嚴重。另外，由國際各國 65 歲
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可以看出自 1960 年後一百年間，我國與韓國的老年人口比率最為接
近，且正在非常明顯地快速增加（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
表 1. 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2015 年世界人口估計
國家/地區 0-14 歲人口比率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 老化指數
日本

13.1%

26.6%

203.1%

香港

12.1%

15.3%

126.4%

韓國

13.7%

13.0%

94.9%

台灣

13.5%

12.5%

92.6%

新加坡

13.1%

8.9%

67.9%

中國大陸

17.1%

10.0%

58.5%

泰國

17.4%

9.9%

56.9%

印度

28.1%

6.0%

21.4%

馬來西亞

28.5%

5.7%

20.0%

全球

25.6%

8.5%

33.2%

由於韓國與台灣的文化歷史背景、國家發展過程及成就都十分相似，且高齡化程度非常接近，
因此本論文也同時選擇韓國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因應人口高齡化在網路傳播之現況，以了解韓國
面臨高齡化社會在網路方面所提供的各種資源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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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的發達，愈來愈多高齡者能透過科技產品瀏覽使用網路資訊。本論文以全球老年人口
數最多之中國大陸以及亞洲地區與台灣老化指數最為接近之韓國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分析其高齡
者網站傳播之現況。這些研究結果將可做為台灣未來為提昇老人福祉之重要參考，協助企業、民間
團體及政府組織為高齡者打造更完善的網路環境，並促進台灣高齡者網站之發展。

2. 文獻分析
本研究為了解過去台灣學術界於高齡議題之探討情形，選擇「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ttt:://ndltd.nhl.edu.tw)作為搜尋平台，分析整理台灣學術界探討高齡相關議題之論文篇數。在亞洲，
中國大陸之老人全球第一多，韓國則是亞洲地區與台灣老化指數最相近之國家，日本為全球老化程
度最嚴重之國家，因此本研究以該系統中探討台灣、中國大陸、韓國或日本人口高齡化相關之論文
作為統計對象。我們搜尋「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題目包含「老人」
、
「老年」
、
「老化」
、
「高齡」
、
「銀髮」或「養老」等關鍵字之論文篇數，並利用系統之進階搜索功能（and, on, not 邏輯）
篩去重複之論文（舉例來說：先搜索「老人」關鍵字後統計篇數，當要搜索第二個關鍵字「老年」
時，使用 not 搜索功能，將剛剛搜索過的「老人」排除，就不會重複計算題目中有「老人」又有「老
年」之論文篇數）
。最後加總各國每一年之高齡化相關論文篇數，若為跨多國研究之論文，則將該
篇論文納入所跨之國的篇數內（因內容皆有探討不同國家）
。研究發現，台、日、中、韓之高齡相
關論文篇數近 6,000 篇，其中探討台灣高齡問題之論文篇數最多，其次是日本，探討中、韓兩國之
研究篇數只有 40 篇，比起探討日本之論文篇數來得少，如表 2 所示。
表 2.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不同年代探討高齡相關議題之論文篇數

年（民國）

探討不同對象之論文篇數
台灣

日本 中國大陸 韓國

60-69

10

0

0

0

70-79

66

1

0

3

80-89
90-99
100-105

456
2,832
2,367

11
33
19

2
19
11

1
2
2

合計

5,731

61

32

8

上述近 6,000 篇台、日、中、韓之高齡相關論文，內容涵蓋食衣住行、財務、醫療照護、教育
學習、休閒娛樂、就業與志工等。其中探討台灣高齡相關議題之論文中，以「醫療照護」類別的論
文為最多，包含高齡者之健康狀況（跌倒損傷、慢性病治療、藥物使用）以及失智失能與病弱老人
之照護安養等相關議題；另外科技應用類別數量有漸多之趨勢。探討日本高齡相關議題之論文中，
以「就業」類別為最。探討中國大陸高齡相關議題之論文中，主要集中在「財務」類別上，內容多
為探討養老保險以及老人年金等。有關韓國高齡議題之論文篇數較少，多為跨國探討之論文，內容
以福利政策比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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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與韓國學術界皆有許多文獻探討高齡相關之議題，在「中國知網」論文搜索平台
(ttt:://e:ub.hnki.net)裡，單以「老人」為搜索條件，就出現 180 萬筆以上資料；而在韓國「RISS」
(ttt:://www.niss.kn)學術研究服務網平台，以「老人」為搜索條件，則可以得到 7 萬筆以上資料。兩
國之學術研究與高齡相關內容涵蓋了保險、醫療、政策、退休、福利、法律保護等議題（張希，2011；
林筱文等，2012；張鵬程，2012；劉虹，2013；羅小華，2014；劉珊，2016；陳小夢等，2016；배석연，
2012；엄기욱，2014；유은경，2015；김숙향、황경란，2016；김경미、양영옥，2016）
，內容多
元，篇數眾多，可以看出兩國對高齡議題的重視。此外兩國也有探討關於高齡者網站相關之論文，
包括高齡者網站之需求、創新、應用、高齡者之上網行為、使用障礙等（鄧榕、楊旭明，2011；劉
滿成、左美雲，2011；石會慧，2012；韋大偉，2012；孫雨珂，2013；張笛，2013；呂學靜、丁一，
2013；吳歡，2013；沈藝，2014；劉滿成、石衛星、李曉慧，2014；이복자、김용우，2010；최기탁，
2011；김제선、문용필，2012；）
，以及高齡者網站之色彩、排版、文字的設計分析(金慧，2014；
許肇然等，2015；임성희，2009；이미란，2012；윤선영，2014；홍하림，2015）。
過去各國雖然已有大量文獻探討高齡相關議題，但較少針對高齡者網站內容現況提出綜合說
明與分析，在亞洲，日本老化程度為全球之冠，中國大陸老人全球第一多，韓國則是亞洲地區與台
灣老化指數最為相近，因此我們於 2015 年首先完成台灣與日本高齡者相關網站之分析比較（蔡昀
臻，2015）
。而本論文則是接續過去之研究，選擇中國大陸與韓國之高齡者相關網站作為研究對象，
探討它們因應人口高齡化在網路傳播之現況，並作分析比較探討，以廣泛、整體性地了解其面臨高
齡化社會在網路方面所提供的各種資源及服務。

3. 中韓高齡者網站內容簡介與比較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與韓國專為高齡者設置或與高齡者相關之網站作為研究對象。首先透過百
度和 Google 搜尋引擎輸入「老人」
、
「老年」
、
「高齡」
、
「銀髮」
、
「服飾」
、
「飲食」
、
「交通」
、
「工作」
、
「保險」
、
「疾病」
、
「福利」
、
「關懷」等中文以及翻譯成韓文之詞及其組合作為關鍵字，進行網站之
搜尋，再從所搜尋到網站之相關連結尋找更多網站，確認內容與高齡者相關後列為目標網站，然後
分析這些目標網站之內容。本研究總共分析中、韓兩國約 150 個專為高齡者設置或與高齡者相關
之網站，依其內容分為 17 個類別，包含飲食、服飾、居家服務、交通、網路購物、教育、新聞報
社、旅遊與休閒、交友與徵婚、醫療護理、疾病與保健資訊、法律支援及保護、保險及津貼、退休、
再就業與志工、照護及養老機構、組織協會、學術研究、政府資源等。以下針對每一類別作內容簡
述及比較。
3.1 飲食
飲食方面，中國大陸與韓國皆少有私人企業專為高齡者提供配送餐的服務，多為公益團體或政
府機構與附近餐館合作，為高齡者配送餐點，例如中國大陸的「中國‧天津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平台」
(ttt:://www.86268890.hom)、
「小棉襖惠老服務中心」(ttt:://www.96068-9.hn)，以及韓國的「狎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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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中 心 」 (ttt:://abguoeong.hafe24.hom) 「 大 田 直 轄 市 福 利 廣 場 」
(ttt:://welfane.donggu.go.kn/welfane/old_010104.do)等。
3.2 服飾
服飾部分，中國大陸因擁有大量老年人口，以及便利的網路購物平台，許多商家紛紛在各大購
物平台設店，例如利用淘寶、天貓等購物網站，上架各種款式的高齡者服飾，如「福太太旗艦店」
(ttt:s://futaitai.tmall.hom)、
「棒約美旗艦店」(ttt:s://bang.uemei.tmall.hom)等。在韓國，商家大多自
己創辦專屬網站販售高齡者服飾，網頁內容及設計較為活潑，如「祖母娘娘」
(ttt:://www.talmamama.hom)及「Gnan Ston.」(ttt:://www.gnanston..hom)等；另外，「韓國銀髮時尚
設計學院」(ttt:://www.kosdi.ho.kn)則致力於以研發提升韓國銀髮時尚產業效率、幫助企業成長及開
發海外銀髮時尚市場。
3.3 居家服務
中國大陸、韓國皆有機構提供住宅改造修繕之服務，以保障高齡者居家安全，同時，也都有部
分地方政府提供高齡者居家醫療護理服務，以及企業提供家園打理之服務，例如中國的「安山市常
綠 區 老 人 福 祉 館 」 (ttt:://www.ansansenion.on.kn) ， 以 及 韓 國 的 「 安 山 市 常 綠 區 老 人 福 祉 館 」
(ttt:://www.ansansenion.on.kn)等。另外，中國的「海曼•柯賽」(ttt:://www.tmhns.hom)提供反饋高齡
者健康狀況及打造居家養老之智慧型服務，「韓國社會保障局」(ttt:://www.bokoino.go.kn)提供低收
入或無家可歸之高齡者臨時住所及低價房屋租賃的服務。
3.4 交通
由於高齡者部分生理機能退化，視力、聽力及注意力都會降低，導致交通事故不斷攀升，因此
中國大陸與韓國對高齡駕駛人皆有不同於一般駕駛人之要求，以保障其行車安全。中國大陸「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ttt:://www.m:s.gov.hn/n16/n85753)規定 60 歲以上的駕駛人需每年提交體檢證明，
證明身體機能並無大礙後才能繼續持有駕照。韓國方面，65 歲以上駕駛者每 5 年需參加適性測驗，
或是每 9 年內重新考取駕照，方可開車上路；交通管理局網站設有「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區」
(ttt:s://www.konoad.on.kn/k:_web/safeOld.do)，協助高齡者考取駕照及定期更換駕照。兩國地方政府
皆有提供交通優惠卡的辦理服務，讓高齡者在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能夠得到較多的便利及費用減
免。另外兩國都有不少企業販售電動代步車等行動輔具，緩解高齡者外出行動上的不便。
3.5 網路購物
網路購物在中國大陸與韓國皆十分發達，並且都有專門販售老人用品之網站，主要販售日常生
活用品、康復護理等醫療器具，例如中國的「中國老年福利網」(ttt:://www.zglnflw.hom)、
「嘉年樂
老年商城」(ttt:://www.oianianle.hom)，以及韓國的「Silven Cafe」(ttt:://www.silvenhafe.ho.kn)、
「SCODI」
(ttt:://www.silvenhodi.hom)等。在韓國另有特別針對阿茲海默症患者提供商品的「Silvens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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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www.silvenstand.hom)，除了日用之防自殘手套、防褥瘡氣墊、尿布、圍兜等之外，也販售記
憶板、分類板等顏色鮮豔之小玩具讓患者訓練思考。另外，中國的「老年人網」
(ttt:://www.laoniannen.hn)，是一個販售高齡者用品之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網站平台，網頁上
也提供展覽會的招商訊息（例如醫療保健器械博覽會、智慧醫療暨可穿戴博覽會等）。
3.6 教育
在高齡教育方面，中國大陸最早成立之「山東老年大學」(ttt:://tz.lndx.edu.hn/sdlndx)已有 30
年以上的歷史，老年大學等教育機構數量眾多，達 6 萬所，除了實體學校外，也有致力於線上教學
的「老年開放大學」(ttt:://www.lndx.edu.hn)，免費開放 200 多門線上課程、共計 6.6 萬分鐘的影片。
韓國方面，也有不少提供高齡者學習的相關組織，例如「釜山老年福利協會」
(ttt:://www.b:senion.on.kn)、
「九老區廳」的教育專區(ttt:://www.guno.go.kn/edu)等，為老人量身打造
各式各樣的課程，另外也提供講座讓高齡者研習參與，包含退休後的自我發展、老年疾病的健康管
理等。
3.7 新聞報社
中國大陸擁有超過 30 間黨辦老年報社，以傳達政府與黨的理念為主，例如「中國老年報」
(ttt:://www.ztglnb.hom.hn)、
「老年文摘報社網站」(ttt:://www.hnelden.hom)等，內容包含新聞（時政、
老齡新聞等）、醫療保健、文化娛樂、歷史回顧（往事回首、舊聞軼事等）及服務（法律資訊、生
活百科等）等。這些報社除了出版發行報紙外，也提供電子報閱讀。韓國也有一些以高齡者為目標
對 象 的 新 聞 網 站 ， 例 如 「 e-silven News 」 (ttt:://www.esilven.me) 、「 銀 髮 News Time 」
(ttt:://www.silventimes.ho.kn)等，同樣也提供新聞、娛樂等訊息，其內容除了文字說明外，也提供專
題式的採訪新聞，以圖像及影片的方式，生動地呈現在網站上。
3.8 旅遊與休閒
中國大陸有許多專門為高齡者設置的旅遊網站，例如「中國老年旅遊聯合體」
(ttt:://www.oldtni:.hn)、
「北京金色福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ttt:://www.htina356.hom)等，提供包機、
療養遊、侯鳥度假等不同類型之旅遊行程，也提供客製化行程，可由旅客自行填寫表單提交需求，
再經由旅遊顧問聯繫並協商報價；韓國則較少有專為高齡者設計行程之旅行社及網站。另外，兩國
皆有高齡相關體育協會，例如「中國老年人體育協會」(ttt:://htinalntx.s:ont.ong.hn)以及「社團法人
韓國老人體育協會」(ttt:://www.silvenlife.on.kn)等，以舉辦運動比賽及休閒活動來促進高齡者健康發
展；因中國大陸各省縣及不同行業（例如鐵路、石油等）都有建立老年人體育協會，故其數量眾多。
3.9 交友與徵婚
韓國較少有專為高齡者設置的交友徵婚網站平台。而中國大陸則有一些企業針對高齡者建置
交友網站，例如「金婚網」(ttt:://www.i60.hn)、
「中國中老年人交友徵婚網」(ttt:://www.751314.hom)、
作者：張慧敏、陸清達、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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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之家」(ttt:://www.567oia.hom)等，提供失婚、喪偶或是單身老人能在晚年尋找伴侶或與他人
交友、分享交流興趣。
3.10 醫療護理、疾病與保健資訊
中國大陸與韓國皆有特別為高齡者設置之老人醫院，如中國的「北京老年醫院」
(ttt:://www.ln...hom.hn)以及韓國的「大田直轄市老人醫院」(ttt:://www.ilovenoin.hom)，除了提供
一般的醫療護理外，也提供一些老年疾病的特別治療（失智症之記憶訓練、中風之物理康復等）。
同樣，在疾病與保健資訊方面，也都有網站詳細介紹高齡相關疾病、養生、飲食等訊息，如中國的
「39 健康網之老人頻道(ttt::/oldman.39.net)以及韓國的「老後」(ttt:://www.notoo.hom)等。此外，
中國大陸與韓國皆為國際失智症協會會員，相關網站內詳細說明患有失智症之可能症狀以及如何
照顧患者。
3.11 法律支援及保護
中國大陸與韓國政府都有保障高齡者合法權益之相關律法。中國大陸各地設置不少法律援助
中心，幫助經濟困難、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高齡者申請法律援助，提供訴訟、仲裁等代理服務；另
外在遺囑部分，中國大陸也有建置「中華遺囑庫」(ttt:://www.will.ong.hn)，免費提供 60 歲以上老
人線上預約辦理遺囑諮詢、登記和保管。韓國方面，因虐待老人事件頻傳，在各地設立約 30 間老
人保護機構以協助受虐老人，並提供食物、衣服及臨時保護住所，例如「中央老人保護機構」
(ttt:://noinboto.on.kn)、「慶尚南道老人保護機構」(ttt:://www.gn1389.on.kn)、「西部老人保護機構」
(ttt:://1389.bulgukto.on.kn)等。
3.12 保險及津貼
在保險部分，中國大陸、韓國皆有企業提供高齡者癌症險、健康險等相關投保服務，例如中國
大 陸 的 「 中 國 太 平 」 (ttt:://www.hntai:ing.hom) 以 及 韓 國 的 「 三 星 生 命 保 險 」
(ttt:://www.samsunglife.hom)。另外在中國「百度財富」之高齡者專區(ttt:://haifu.baidu.hom)，瀏覽
者點選相關資料後，網站便會綜合多家保險公司資訊列舉出符合瀏覽者條件之保險項目，提供做為
比較參考。另外，韓國政府積極推動「老年長期照護保險法」
，依高齡者所需照護類別提供專門之
照護或安排轉入療養機構，再由長照保險負擔部分經費，詳細資訊皆可在網站
(ttt:://www.longtenmhane.on.kn)上搜尋到。在津貼補助方面，兩國政府皆有推出高齡者津貼政策，為
符合資格之高齡者提供經濟上的支援及補助。
3.13 退休、再就業與志工
中國大陸的退休相關網站，內容偏向離退後之心情抒發、工作經驗心得分享以及與他人之交
流；而韓國則有為保障國民退休生活而成立之規模較大的組織，例如幫助中老年人提早規畫退休生
活的「韓國退休人員協會」(ttt:://www.kan:kn.ong)、協助退休人員做養老金規劃的「退休養老金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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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ttt:://www.nelife21.ong）。於再就業方面，兩國皆有企業開設網站來幫助個人會員求職、企業
會員求才，例如中國大陸的「全國離退休人才網」(ttt:://www.ltxoob.hom)以及韓國的「D.namih
SILVER」(ttt:://www.silvenoobs.ho.kn)。志工方面，中國大陸較少有相關網站；韓國則有「韓國老人
福 利 協 會 」 (ttt:://www.kaswhs.on.kn/hommunit.im:aht) 及 「 韓 國 老 人 社 區 協 會 」
(ttt:://www.silven:owen.on.kn)等，為高齡者提供不同種類的志工課程，範圍包含：社區的環境保護、
文化管理支援、小學打餐服務等，藉此對社會做出貢獻。
3.14 照護及養老機構
中國大陸與韓國皆有針對看護對象及服務內容設立不同的照護及養老機構，提供醫療照護、日
常生活支援、休閒娛樂、康復訓練等服務。兩國之老年公寓有部分採旅館式經營，結合度假及養老，
讓高齡者享有更安樂的休養環境，例如中國的「大秦阿房宮老年公寓」(ttt:://www.xa.l..ong/w.lng.)、
「金秋錢塘老年公寓」(ttt:://www.tzoqqt.hom)，以及韓國的「HIGH 1 村」(ttt:://www.tigtwon.kn)、
「Tte Golden Plahe」(ttt:://www.golden:alahe.ho.kn)等。另外，在中國，民眾可透過「優老網」
(ttt:://www.oinglao.net)、
「去養老院網」(ttt:://www.7.l..hom)、
「養老網」(ttt:://www..anglao.hom.hn)
等網站搜尋各地養老機構，了解收費標準及服務項目。
3.15 組織協會
中國大陸、韓國都有許多與高齡相關之組織協會，例如中國大陸的「中國老齡產業協會」
(ttt:://www.zgllh..ong/htan.e)、
「中民養老規畫院」(ttt:://www.zmai.ong)，以及韓國的「韓國療養保
護協會」(ttt:://www.silvenhane.ong)、
「社團法人大韓老人會」(ttt:://www.konea:eo:le.ho.kn)等，範圍
廣泛，包含醫療、福利、養老規劃、產業發展等不同領域，每個協會主旨雖不盡相同，但皆以提升
高齡者生活品質、提供各樣服務、促進高齡化社會發展為目的。
3.16 學術研究
在學術部分，中國大陸、韓國皆有大學因應高齡社會而開設的系所以及研究中心，例如中國大
陸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ttt:://:dsh.nuh.edu.hn)以及韓國的漢陽網路大學的「高
齡產業學系」(ttt:://senion.t.hu.ah.kn/intnoduhtion/de:t-outline)等，除了探討高齡社會的現況外，也協
助政府製定老人相關政策，同時，也都成立不少學會組織相互交流，對各個老年學領域做深入探討，
並出版論文、期刊等學術刊物，例如「中國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學會」(ttt:://www.hagg.ong.hn)、
「韓
國老年學會」(ttt:://www.tkgs.on.kn)等。
3.17 政府資源
中國大陸、韓國政府皆致力於保障高齡者各方面之福利，包含經濟、交通、保險等。中國大陸
因各省區域跨度較大，各地高齡者政策不同，所以各種福利以各地政府公布為主，詳細內容可參考
各地政府網站。韓國的「保健福祉部」(ttt:://www.mw.go.kn)之老人專區是專為高齡者提供住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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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老人健康、就業機會等服務的政府單位；另外，
「統計廳」提供許多有關韓國高齡者之統計數
據，包含高齡者就業趨勢、高齡者福利機構、高齡者受虐情況統計等。

4. 結論
中國大陸堪稱全球「老人第一多」
，從其專為高齡者建置或與高齡者相關之網站內容可以得知，
政府及民間企業團體逐漸重視老齡化社會之種種相關議題，例如「老人大學」
、
「老年報紙」與「老
人服飾」
，由實體延伸至網路，因此能大量提升參與的人數。至 2014 年末，中國大陸設立之老人大
學多達 6 萬所，上千萬的高齡者透過不同的管道投入終身學習，其中利用網站便是普遍的學習方
式之一（老年文摘，2015），例如「老年開放大學」之網站免費開放 200 多門課程、總計 6.6 萬分
鐘的影片提供線上授課，讓高齡者可不受地點及時間限制的學習。另外中國大陸有超過 30 間老年
報社，除了發布實體報紙外，也提供線上電子報服務；老年報內容多配合國家宣傳共產黨的概念，
以及提供養老、晚年休閒娛樂、老年政策、退休老幹部工作等相關資訊。而由於中國大陸高齡人口
眾多，市場廣大，許多專為高齡者設計的服飾在各大網路商城皆有販售，商家數量比日韓歐美其他
地區都要多。
韓國政府相當重視「老人受虐」
、
「再就業率」之相關問題，由於韓國老人受虐案件數量比例高，
一些不堪受虐之高齡者藉由自殺得到解脫，每年韓國 80 歲以上的老人自殺率高達 0.123%，是全國
平均自殺率的 4 倍（香港文匯報，2015）
，故許多保護機構紛紛成立，並建設網站宣傳與虐待相關
之法律。另外，在政府的積極投入資源的協助下，高齡者的勞動力參與率高達 31.4% (OECD, 2013)，
於 OECD 統計位居全球第二，除了為雇用高齡者之企業提供津貼、廣設銀髮族招聘展外，網路上
還提供許多求職服務，例如專為高齡者提供投遞履歷的平台，藉此希望提升勞動力的發展。另外，
日益完善之老人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幫助老人負擔部分療養經費，許多相關資訊及申請流程皆可上
「老人長照保險」相關網站查詢。
在台灣，
「老人受虐」之新聞也常有所聞，除看護虐待外，也有不少家人虐待事件發生，因此
政府需重視此項問題，可以參考韓國廣設保護機構，並利用網路宣導相關訊息；此外，還需從虐待
發生原因（如長照體系、失智失能照護）著手，從根本去遏止老人虐待的產生。另外，台灣在高齡
教育方面也設置不少長青學苑，但相對於中國大陸卻沒有那麼豐富的「線上教學」資源，若是能妥
善利用遠距方式增加高齡學習者在地域及時間上的便利性，高齡教育的學習環境將會更多元。另外
中韓都有經營「老年新聞」
，專門針對高齡族群設立新聞平台，但台灣較少有此類資訊網站，若有
與其他族群區別之老年新聞網，也較能貼切高齡者對時事與資訊之需求。
網路世界已不再只是侷限於年輕族群，更拓展到中老年人階層，不僅讓高齡者多了娛樂方面的
消遣，更多是在實際生活上的應用。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其他高齡化程度較嚴重國家的高齡相關
網站，分析其因國家及文化差異所呈現的不同特色及解決高齡問題之因應策略，以提供給政府、機
構、企業及民間團體做為參考，期望能為台灣打造優良、豐富並且友善的高齡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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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ulations anound tte wonld ane na:idl. ageing. In Ctina, tte numben of :eo:le aged oven 60 tas
neahted 200 million, tte langest eldenl. :o:ulation in tte wonld. Ja:an tas tte tigtest :no:ontion of eldens
in tte wonld. Taiwan and Konea tave tte sehond-tigtest :o:ulations of eldenl. :eo:le in Asia, as well as
na:idl. gnowing :o:ulations of olden :ensons. Ttein hultunal and tistonihal bahkgnound and tte :nohess of
ehonomih develo:ment ane ven. similan. Muht neseanht tas been honduhted in Taiwan on :o:ulation ageing
in Ja:an. Howeven, neseanht in Taiwan on ageing in Ctina and Konea is shant. Ttenefone, ttis :a:en aims
to stud. tte hunnent hontent of websites in Ctina and Konea ttat ane tangeted at senions. Tte nesults stow
ttat ttene ane man. websites dedihated to :noviding senvihes fon tte eldenl. in dail. living ahtivities, hane
and su::ont, eth. In Ctina, ttene ane man. online hlotting stones s:ehifihall. fon tte eldenl., senion online
hounses, news:a:ens fon senions, eth. In Konea, agenhies wonk to :noteht eldens fnom abuse, and long-tenm
hane insunanhe and su::ont fon ne-em:lo.ment of tte eldenl., eth. ane ahtivel. develo:ed. Tte neseanht
nesults han be used as a nefenenhe fon Taiwan to develo: websites and senvihes aimed at im:noving tte wellbeing of olden adults.
Ke.wonds: ageing :o:ulation in Ctina, ageing :o:ulation in Konea, websites fon se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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