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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3年度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請填寫機關及所屬科、組、室等名稱） 

■團隊提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林處長莉茹          貢獻度：15%  

參與提案人： 

林局長奇宏      貢獻度：10%   林副局長秀亮    貢獻度：10% 

許主任秘書朝程  貢獻度：10%   李簡任技正玠芬  貢獻度：10% 

紀副處長玉秋    貢獻度：10%   王專員頌華      貢獻度：10% 

林股長柳吟      貢獻度：10%   李股長翠蓉      貢獻度：5% 

鄭衛生稽查員春桂    貢獻度：10% 

提案範圍 
(五)有關各機關組織、行政管理及資產活化利用改進革新事項(六)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健康智慧新亮點 科技悠活新體驗 
--台北悠活村 悠活體驗館 

提案緣起 

人口高齡化是全球性社會普遍現象而臺灣尤甚。在先進國家

中，除了對高齡長者提供長期照護和醫療服務外，更強調健康促

進、疾病預防與自主健康管理，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因此，如何

落實臺北市成為全球華人高齡友善首善之都的願景更是本府施政

重點，本局責無旁貸提出相關積極作為以為因應。 

對於台灣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本局研擬出「預防失能」與「自

主健康管理」之相關策略，結合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申辦，運用

原花博園區建置「台北悠活村」(U‧Life Village)，包含悠活體驗館、

悠活資源館及合宜輔具中心、照護管理中心等四館。其中「悠活體

驗館」樹立銀髮健康生活典範，其結合科技、生活創意與健康照護

等議題，為高齡者相關產業打造聚落節點，且適合不同世代的民眾

參訪體驗。希冀能符合未來高齡社會需求並成為市民自我健康管理

平台、親子互動與校外教學，及銀髮產業交流觀摩與創新產品展示

新據點。此外，辦理悠活體驗館行銷營運方案，以營造高齡友善及

健康的宜居生活藍圖，提升「自主健康管理」及「預防失能」以達

健康老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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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 問題分析 
(一)人口老化：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年滿 65歲長者之比例達到 7%者為

高齡化社會，達到 14%即為高齡社會。臺灣由高齡化社會邁入高

齡社會的期程推估僅約 24年，相較於歐美國家長達 65 至 115

年左右的時間進行相關調適，臺灣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相對的

嚴峻。根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統計，臺北市高齡者比例在 2013

年已達 13.5%，高於全國 11%，且為五都最高齡及老化速度最快

的直轄市。 

(二)慢性病衝擊：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7 年追蹤調查研究顯示 
，我國 20 歲以上民眾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盛行率分

別為 27.7%、9.5%、11.2%；其中發現國人每 5 人就有 1 人罹患

代謝症候群，且隨年齡上升而有增加的趨勢。 

(三)醫療資源： 
根據 2013 年健保署公佈 2011 年健保資料庫統計指出，國人

每人每年看診次數 15 次，65 歲以上為 28 次；與國際資料比較

而言，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 5.9 次的 2.6 倍；

我國全年就醫次數超過 100 次，每年約 3.3 萬人，其中 65 歲
以上老人，約有 2 萬多名。老人慢性病多，就診次數較高，醫

療資源需求相對也較高。 
(四)失能者增加： 

依據內政部 2005 年度委託辦理之「我國長期照顧財務制度

規劃研究」報告顯示，2006 年全人口當中失能者人數合計達 55
萬餘人，預估 2016 年將達 72 萬餘人，總人數較 2006 年成長近

30％。而這些功能障礙者或缺乏自我照顧能力者，除健康與醫

療服務外，也需要廣泛的長期照顧服務。 
(五)市民期待： 

在高齡人口的快速成長，慢性病與功能障礙的盛行率呈現

急遽上升趨勢，對國家、社會及家庭皆有重大的影響，如何過

著健康的人生，無疑是全民最大的期望。 

二、實施過程與內容 
隨著老人年紀的增長，除了慢性病增加與失能比率提高外，生

理特徵如運動能力(肌肉運動能力下降)、感官能力(視力、聽/ 

說能力退化)與認知能力(專注力、記憶力下降)都會逐漸衰退，因

此適度地導入與運用現代化科技、合宜的生活輔具與及時性之健康

雲端服務，鼓勵高齡者多走入社區，以增加社會參與活躍老化，讓

高齡者有更好的生活品質，都是近幾年全球持續努力發展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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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過程： 

1. 資料收集：2012年起積極邀請產、官、學、民等專家組織，

共同規劃與研擬本館推動與建置方向，並召開跨局

處與跨領域的討論會，以及市民座談會，藉由參與

申辦 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透過科技設計導入

Adaptive City(不斷提升的城市)概念之服務品

質，納入至本館建置與營運時之設計必要元素。 

2. 設計建置：2013年運用統包設計手法，將原花博園區改建成

「台北悠活村」-悠活體驗館，並委外進行館內整

體設計與室內裝潢工程。 

3. 行銷營運：2014年進行本館開館前後的行銷活動，以提升民

眾對本館的知曉度，並規劃與辦理委外營運管理。

館內並將招募志願服務團隊，透過志工互助模式，

建立銀髮服務資源網絡。 

(二)實施內容 

本館設計規劃與建置的方向，主要包含 5部份： 
1. 身體評估：提供健康量測、肌耐力與身體功能評估，運用科技

互動的生理檢測與身體功能量測工具，供民眾體

驗。 

2. 生活展示：提供高齡者健康生活環境和高齡者生活輔具展示及

體驗，並提供銀髮產業展示空間。 

3. 主題特展：提供高齡老化相關之主題展，如：健康、安全、心

理、世代融合及社會參與等議題，以吸引各年齡層

民眾參訪。 

4. 視聽教育：結合教育並提供產學合作，使用視聽多媒體設備，

規劃學校、社團及團體活動，透過參觀教學活動，

提供民眾更多健康及照護相關作品的呈現。 

5. 雲端管理：運用雲端科技將健康量測與體驗的結果，結合台北

卡或悠遊卡介面，透過網路雲端平台上傳至本局健

康雲資訊網路，建置個人健康帳戶，可隨時進行個

人自主健康管理。 

   本館以無障礙及友善的設計概念完成四區 8 項互動體驗的主題

館所，包括視聽區、服務區、常設展示區及特展區等 4 區 8 大項主

題，互動體驗主題為：(1)健康啟航：進行個人資料鍵置及超音波

身高體重量測；(2)拳民健康一起來：運用有趣的體驗，進行肌力

與肌耐力的檢測；(3)森林裡的秘密：體驗手眼協調、視力與聽力

等檢測；(4)生命交響曲：以動畫方式呈現血壓量測時的變化；(5)

合宜居家：從科技化高齡友善客廳、餐飲生活輔具、走道設計至衛

浴設備的起居室模擬與展示，以及健康餐廚以點閱個人餐飲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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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飲食熱量與營養均衡衛教指導；(6)魔鏡的旅程呈現不同生活

習慣對健康的影響；(7)光陰的故事：運用早期童玩，讓不同世代

的參訪者分享與回憶；(8)健康達陣：認知檢測(早期失智症檢測

AD-8)，並以雷達圖的方式呈現館內體驗結果，運用台北卡或悠遊

卡將體驗與量測的結果上傳至本局健康雲端網站，讓參訪者隨時可

進行個人健康管理。 

三、投入成本：  
(一)人力：本處承辦人主責負責統籌規劃及監督管理。 

(二)投入預算： 

1.建置設計期：申請財政局促進民間參與基金 1,950 萬，102

年 7 月委外辦理統包工程建置與設計規劃。 

2.行銷營運期：運用本局預算辦理行銷營運委外案，經費總計

1,200萬(含 102年預算 410萬元，103年預算 790 萬元整)。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本館希望透過本府相關機關銀髮族照護服務資源的整合，以科

技結合人文之概念，聯結台北市都會生活(Urban Life)特性，建構

一個高齡友善城市的示範點。以市民生活需求出發，提供臺北市民

貼心服務，挹注健康照護、生活照護資源及城市活力，全面提昇臺

北市成為國際設計之都的亮點。 

一、 實際執行成效 

自 5 月 8日市長親臨指導開幕以來，參訪人數截至 7月 13日止

共有 19,349 人次參訪(如附件 2)，76 個團體參訪包括社區志工團

體、安養機構、學校及幼托團體、教師、各領域學協會、企業團體、

教會團體、澳門繁榮促進會及美國州衛生署長，平均每週 1,935人

參訪，參訪族群更符合該館 3E 的理念(Education 教育、

Exploration 探索及 Exhibition 展示)，上傳台北悠活村雲端健康

自主管理服務人次共 5524人次，其中男性佔 42%、女性佔 58%；年

齡分佈以20歲以下年輕族群居多約 39.1%、其次 31-40歲約 15.3%、

60 歲以上長者佔 13.4%；而體驗活動中，以體驗「健康達陣(AD8

量測)」佔 100%、其次「健康啟航(身高體重量測)」佔 92.5%、及

「森林裡的秘密(手眼協調)」佔 81.1% (如附件 3)居前三位。 

二、未來預計達成效益，如下： 

 (一)參訪人數： 

    預估每年參訪人數達 8 萬人次以上，提供個人化健康量

測服務與體驗，並進行雲端健康自主管理、衛教指導與諮詢。 

(二)醫療成本效益： 

提高市民健康識能的認知率，可降低未來失能及健康危 

害行為所衍生之相關疾病的醫療及長期照護費用，節省醫療

與照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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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銀髮設計及產業產官學合作平台： 

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導入產業設計發展，結合各局處及

銀髮生活與行動輔具產業發展、設計教學等服務，以提供市

民便民服務為原則，透過辦理「銀髮設計產業展覽」共同提

供創新服務及輔具展示空間，讓輔具更有效運用。 

(四)發展銀髮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 

結合設計產業與設計教育，以台北悠活體驗館為新型生活

輔具優先體驗與試辦之示範聚落與平台，發展銀髮生活實驗

室(living lab)，成為銀髮族生活資源服務雲的推廣平台及

建置銀髮產業發展的聚落。 

(五)提升國際能見度： 

  配合 2016 年設計之都活動辦理，預計將吸引不同國家參 

  訪，提高本市在高齡友善與科技結合的能見與與實力的展現 

，提高國際間的知名度。 

(六)促參前導： 

為撙節政府預算及管理人力，將規劃於營運 2年後評估依

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 OT 方式辦理引進企業化精神

及機制，透過結合外界資源方式，委託高管理效能及財務穩

定之民間機構經營管理提供創新之服務方案之可行性的參考

依據。 

相關附件 如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聯絡窗口 
提案人姓名： 鄭春桂 

電話：1999 轉 1801 

Email：kuei2256@health.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