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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老年人人数以世界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增

长，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议程上一个日益重要的议

题。今天，60岁或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了5岁以下

的儿童。

2020年，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约有7.27亿。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世界人口

老龄化要闻》，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

15亿，同一年所有区域的老年人口规模预计都将

有所增加。

我们都希望享有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

数字世界开启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机会，让我们

有尊严地步入老年，并作为积极主动的公民参与

进来，充分行使我们的权利，用我们的知识和经

验丰富我们的社区。

几十年来，老年人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甚

至是年轻人的负担。如今，当政府、行业、公司

和企业家理解并利用银发经济提供的潜力时，健

康老龄化战略，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将有助于改变这种误导性的刻板印

象，树立新的观念，即，老年人是宝贵的贡献者和强大的经济驱动力。

“数字世界中的老龄化 – 从弱势到富有价值”是国际电联首次编制的报告以提高

ICT部门对为应对老龄人口需求和要求做好准备的重要性的认识。在我们努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之际，这对于践行我们“不让一个人掉队”的承诺至关重要。

信通技术对营造合适的环境，促进创造健康的条件，增强老年人的能力，应对老龄

化带来的挑战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信通技术产品和服务在设计之初考虑到老年人的需

求和要求，将会成为促进老年人社会包容性的手段。

该报告的宗旨是帮助国际电联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认识数字机遇，充分利用日

益增强的数字包容性和对老龄友好的数字环境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增长的新的可能

性。报告突出趋势，指出好的做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就如何借助老年人的贡献减少

脆弱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更健康和更富裕的包容性社会提出了具体指导。报告

重点关注ICT在建设能让老年人积极参与的数字包容性社区进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news/world-population-ageing-2020-highlights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news/world-population-ageing-2020-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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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全面致力于协助所有成员通过本报告落实联合国健康老龄化，确保将ICT
作为最有效的工具辅助老龄化人口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宝贵贡献，从而实现该战略提出

的目标。

多琳•伯格丹-马丁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

https://www.who.int/initiatives/decade-of-healthy-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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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世界中的老龄化 – 从弱势到富有价值

1 全球人口趋势和健康老龄化

世界人口正在变老。由于全球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老年人的比例和绝对人

数大幅上升。根据《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六分之一的人超过

65岁，而在2019年，这一比例仅为十一分之一。

图1：GIF – 人口老龄化

免责声明：本地图中所用的指称和材料表述方式并不代表国际电联或国际电联秘书处对各国、领土、城市或地
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划分的观点立场。

来源：世卫组织

2018年，欧洲的平均寿命为81岁。精算师预测2000年出生的婴儿平均寿命为100岁。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Highlights.pdf
https://www.who.int/ageing/events/world-report-2015-launch/populations-are-getting-older-full.gi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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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5年/2050年老龄人口

免责声明：本地图中所用的指称和本出版物中的材料表述方式并不代表国际电联或国际电联秘书处对各国、领
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划分的观点立场。

来源：全球年龄观察指数

人口结构转变的速度比过去快得多。法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从10%升至20%用了近

150年，而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将用20年多一点的时间来适应同样的变化。1人口老

龄化始于高收入国家，但目前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

图3：人口老龄化速度

来源：世卫组织

1 有关人口统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世界卫生组织的老龄化和健康网站：https:// www .who .int/ news -room/ 
fact -sheets/ detail/ ageing -and -health #: ~: text = Common %20conditions %20in %20older %20age ,conditions %20at 
%20the %20same %20time 

https://www.helpage.org/global-agewatch/population-ageing-data/population-ageing-map/
https://www.who.int/ageing/events/world-report-2015-launch/speed-of-population-ageing-full.gif?ua=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text=Common%20conditions%20in%20older%20age,conditions%20at%20the%20same%20tim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text=Common%20conditions%20in%20older%20age,conditions%20at%20the%20same%20tim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text=Common%20conditions%20in%20older%20age,conditions%20at%20the%20same%20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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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凸显老年人的社会和身体脆弱性，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要对老年化

的趋势进行审视，但是全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长寿革命，这将深刻地影响世界各国和各

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主要人口统计事实和趋势

• 2020年，全球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7.27亿。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翻一番，
达到15亿。

• 在全球范围内，65岁或以上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上升至2019年的9%。到2050
年，预计这一比例将进一步上升至16%，届时预计全球每6个人中就有1人年龄在65
岁或以上。

• 在全球范围内，1990年至2019年间，80岁或以上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从5400万
增加到1.43亿；预计在2019年至2050年间，这一数字将再次增加两倍，达到4.26
亿。2019年至2050年期间，预计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北非和西亚80岁或以上的人数增
长幅度最大。

老龄化速度：

• 东亚和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东亚和东南亚65
岁或以上人口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9年的11%；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从1990年的5%增加到2019年的9%。2019年至2050年期间，预计四个
区域的老年人口将至少翻一番：北非和西亚；中亚和南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
及东亚和东南亚。

老龄化趋势：

• 在全球范围内，出生时预期寿命已达到72.3岁，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5岁，分别为
74.7岁和69.9岁。寿命的性别差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最大，男女相差6.5岁，在中
亚和东南亚最小，相差2.7岁。

• 在全球范围内，据估计，在2015-2020年期间年满65岁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17年，达
到82岁。到2045-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延长至19年，达到平均84岁。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老年人目前65岁后的预期寿命最高（21年，预期寿命为86
岁 ） ，其次是欧洲和北美（19年，预期寿命为84岁）。在2015-2020年和2045-2050
年之间，预计所有区域65岁后的预期寿命都将有所增加。尽管男性的存活率有望提
高，但女性的平均寿命可能会继续高于男性。由于寿命方面的性别差异，目前在整
个年龄范围内，老年妇女的人数超过老年男子，特别是80岁或以上的老年妇女。

• 2019年，全球65岁或以上的人口中，男女比例为81比100，80岁或以上的比例为63
比100。预计未来若干年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会缩小，到2050年，65岁或以上的男
女比例为85比100，80岁或以上的比例为71比100。

来源：《2019年世界人口老龄化》

1.1 每个人都在变老

长寿是最了不起的集体成就之一。然而，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一个重大挑战，即老

龄化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一种负担，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养老金、保健和长期护理

服务需求等麻烦事。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多层面的社会现象描述为年龄歧视：“基于年

龄针对他人或自己的成见（我们如何思考）、偏见（我们如何感受）和歧视（我们如何

行动）”。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ageing/WorldPopulationAgeing2019-Highligh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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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全球老龄歧视报告

来源：世卫组织

我们都在变老。关注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的潜力，改变我们对老年人的看法对我们

是有利，因为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自己也会加入其中。长寿命不仅为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

机会，也为社会带来机会，因为老年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和促进国家的发展。

然而，世卫组织强调指出，老年人做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因素。如今，没

有证据表明老年人晚年比他们的长辈更健康。此外，不同人群之间和内部的健康状况不

均衡。2许多地区的大量老年人身体十分脆弱。他们没有多少社会保障，收入水平低，创

业和就业的新机会少，慢性病和功能性依赖较高。

图5：《老龄与健康问题世界报告》

来源：世卫组织

因此，将老龄化作为一个全球关键政策问题优先考虑很重要。所有政策制定者和利

益攸关者，包括政府、学术界、公司、行业和企业家，都需要抓住老龄化带来的发展机

2 有关健康对老龄化影响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世卫组织老龄化与健康网站：https:// www .who .int/ news 
-room/ fact -sheets/ detail/ ageing -and -health #: ~: text = Common %20conditions %20in %20older %20age ,conditions 
%20at %20the %20same %20time 

https://www.who.int/teams/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demographic-change-and-healthy-ageing/combatting-ageism/global-report-on-ageism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86463/9789240694811_eng.pdf;jsessionid=3121BF240A8502D45843CC9127BDA245?sequence=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text=Common%20conditions%20in%20older%20age,conditions%20at%20the%20same%20tim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text=Common%20conditions%20in%20older%20age,conditions%20at%20the%20same%20tim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text=Common%20conditions%20in%20older%20age,conditions%20at%20the%20same%20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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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使他们寿命更长更有意义；此外，人口演变还带来许多社

会、经济和商业机会。世界低估了潜在的发展轨迹，没有预见到如果人口老龄化仅被视

为一种挑战而非机遇会带来什么后果。

1.2 健康老龄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宣布2021-2030年为健康老龄化十年，3敦促各国政府、

民间团体、国际机构、专业人员、学术界、媒体和私营部门开展协作，集中改善老年人

及其家庭和所在社区的生活。

图6：健康老龄化十年

来源：世卫组织

根据《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4、《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5和《2016-2020年老龄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6，老龄与健康战略侧

重于五个战略目标：

1) 承诺在每个国家开展健康老龄化行动。

2) 开发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

3) 根据老年人口的需求调整卫生系统。

4) 开发可持续且公平的长期护理系统（家庭、社区、机构）。

5) 改进健康老龄化的测量、监测和研究。

3 有关健康老龄化十年的更多信息：https:// www .who .int/ ageing/ 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4 https:// www .un .org/ en/ events/ pastevents/ pdfs/ Madrid _plan .pdf
5 https:// www .unfpa .org/ resources/ transforming -our -world -2030 -agend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 text = 

Transforming %20our %20World %3A %20The %202030 %20Agenda %20for %20Sustainable %20Development 
, -Publication %20Date %3A %20September & text = This %20historic %20document %20lays %20out ,people %2C 
%20and %20protect %20the %20planet.

6 https:// www .who .int/ ageing/ GSAP -Summary -EN .pdf

https://www.un.org/en/events/pastevents/pdfs/Madrid_plan.pdf
https://www.unfpa.org/resources/transforming-our-worl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text=Transforming%20our%20World%3A%20The%20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ublication%20Date%3A%20September&text=This%20historic%20document%20lays%20out,people%2C%20and%20protect%20the%20planet.
https://www.unfpa.org/resources/transforming-our-worl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text=Transforming%20our%20World%3A%20The%20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ublication%20Date%3A%20September&text=This%20historic%20document%20lays%20out,people%2C%20and%20protect%20the%20planet.
https://www.who.int/ageing/GSAP-Summary-EN.pdf
https://www.who.int/ageing/decade-of-healthy-ageing
https://www.un.org/en/events/pastevents/pdfs/Madrid_plan.pdf
https://www.unfpa.org/resources/transforming-our-worl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text=Transforming%20our%20World%3A%20The%20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ublication%20Date%3A%20September&text=This%20historic%20document%20lays%20out,people%2C%20and%20protect%20the%20planet.
https://www.unfpa.org/resources/transforming-our-worl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text=Transforming%20our%20World%3A%20The%20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ublication%20Date%3A%20September&text=This%20historic%20document%20lays%20out,people%2C%20and%20protect%20the%20planet.
https://www.unfpa.org/resources/transforming-our-worl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text=Transforming%20our%20World%3A%20The%20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ublication%20Date%3A%20September&text=This%20historic%20document%20lays%20out,people%2C%20and%20protect%20the%20planet.
https://www.unfpa.org/resources/transforming-our-worl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text=Transforming%20our%20World%3A%20The%20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ublication%20Date%3A%20September&text=This%20historic%20document%20lays%20out,people%2C%20and%20protect%20the%20planet.
https://www.who.int/ageing/GSAP-Summary-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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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健康老龄化指的是“发展和保持功能能力使老年人过上幸福生活的过程。”7包括

一个人能够：

• 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 学习、成长和决策；

• 保持行动能力；

• 建立和维护关系；和

• 为社会做贡献。

7 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和功能能力：https:// www .who .int/ news -room/ q -a -detail/ ageing -healthy -ageing -and 
-functional -ability 

https://www.un.org/en/events/pastevents/pdfs/Madrid_plan.pdf
https://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ageing-healthy-ageing-and-functional-ability
https://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ageing-healthy-ageing-and-functiona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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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GIF，度过您的额外岁月

来源：世卫组织

老龄化在健康和人的内在能力方面呈现多种特征。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内在能力

包括一个人可以利用的全部精神和身体能力，包括行走、思考、视觉、听觉和记忆力。

有些人具有强而稳定的内在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能力下降或显著丧失，需要基本活

动的辅助。

这就是为什么健康老龄化的过程十分重要，因为它关乎到发展和保持令老年生活幸

福的功能能力。世卫组织认为，功能能力由个体的内在能力、相关环境特征及其相互作

用组成。

1.3 无障碍和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

健康老龄化受到家庭、社区和更广泛的社会等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一系列因素的严

重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建筑环境、人及其关系、态度和价值观、健康和社会政策、支持

其系统以及其实施的服务。能够生活在维持和保持自身内在能力和功能能力的环境中，

是健康老龄化的关键。8

在这种背景下，考虑通用设计原则提供构建无障碍和对年龄友好环境的建议至关重

要。通用设计的概念是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建筑师、产品设计师、工程师和环境设

计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于1997年提出的，宗旨是使包容性成为主流并努力实现这一总

体目标。

8 《老龄与健康问题世界报告》：https:// apps .who .int/ iris/ bitstream/ handle/ 10665/ 186463/ 9789240694811 
_eng .pdf;jsessionid = 0C CD763BC9D4 653C476F5D F75D87FB1C ?sequence = 1 

https://www.who.int/ageing/events/world-report-2015-launch/people-live-20-years-longer-full.gif?ua=1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86463/9789240694811_eng.pdf;jsessionid=0CCD763BC9D4653C476F5DF75D87FB1C?sequence=1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86463/9789240694811_eng.pdf;jsessionid=0CCD763BC9D4653C476F5DF75D87FB1C?seque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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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设计产品和创造建筑和公共空间来满足潜在用户出行、交流和使

用的各种需求，简化所有人的生活。从一开始就考虑需求有助于降低成本，或者不必盘

算后续成本。

确定了七项具有具体指导方针的原则，使产品和环境的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所有

人所用，而不需要改造或专门设计：

原则一：公平使用

• 该设计对能力不同的人是有用的和适销的。

原则二：使用的灵活性

• 设计适应广泛的个人偏好和能力。

原则三：简单直观的使用 

• 无论用户的经验、知识、语言技能或当前的专注程度如何，设计的使用都很容易理

解。

原则四：可感知的信息

• 该设计有效地向用户传达了必要的信息，无论环境条件或用户的感官能力如何。

原则五：误差容限

• 该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意外或无意行为的危害和不良后果。

原则六：实际误差低

• 该设计可以高效舒适地使用，毫不费力。

原则七：便于靠近及使用的尺寸和空间

• 提供适当的尺寸和空间便于靠近、伸手够到、操控和使用，无论用户的体型、姿势

或行动能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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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虚拟国家报告中老龄相关政策和优先事项简报文件（2016-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健康老龄化强调多行业跨部门采取全方位行动，既要考虑健康问题，还要兼顾各

种不同的观点。最终目的是营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和

愿望，推进整体经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ageing/news/2019/12/ageing-policies-priorities-vn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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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强大的社会经济机
遇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世界。根据国际电联的数据，2019年有41亿人接入互联网。9在

过去的50年里，信通技术的使用一直在增加，目前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几乎所有活动都转移到数字环境中。

政府所有部门、企业家和小企业、学术界和其他组织等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开始了

数字化转型。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如何转变流程和沟通渠道，以适应新的市场

需求。

信通技术的使用为老年人带来了新的激动人心的机会。他们可以成为健康老龄化环

境的最佳推动者。今天，我们无需出行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联系。我们可以在线

获取各种产品和服务，包括学习和娱乐。我们可以在适合我们特定需求和要求的本地环

境和家庭中健康地老去。

图10：数字化转型

来源：Pixabay

9 ITU-D数据：https:// www .itu .int/ en/ ITU -D/ Statistics/ Pages/ stat/ default .aspx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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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通技术和商业机会在老龄化趋势中的作用

信通技术可以有效提高老龄化演变带来的商业机会。对每个人，包括那些可能失去

部分能力的人来说，技术是发展机会的最佳均衡器。帮助老年人获得和使用信通技术对

促进建设健康老龄化文化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信通技术如果能够照顾到老年人的特点和

需求，将会成为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最佳手段之一。

此外，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对科技行业尤为如此。2017
年，全球老年护理技术市场的价值已达到56亿美元。根据“长期护理和家庭保健技

术”报告，BCC研究估计，到2022年，它的价值将达到136亿英镑，表明复合年增长率

为  19.2%  。全球老龄化联盟认为银发经济是新的绿色经济，估计其市场价值达17万亿美

元。10

长寿或银发经济，被定义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在最近几十年

里其发展步伐显著加快。根据《长寿经济：创造经济增长和新的商业机会》一文，2018
年，50岁以上的美国人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达7.6万亿美元；预计到2050年，将增至

27.5万亿。11

图11：长寿经济：创造经济增长和新的商业机会

资料来源：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牛津经济学

10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 www .itu .int/ en/ myitu/ News/ 2020/ 08/ 11/ 14/ 28/ Technology -for -All -Global -Coalition 
-on -Aging -WSIS

11 关于《长寿经济创造新增长》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 www .aarp .org/ content/ dam/ aarp/ home -and 
-family/ personal -technology/ 2013 -10/ Longevity -Economy -Generating -New -Growth -AARP .pdf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Tracker?data=8KKAVEMxyYJ2b2n2kHSvpv-MPehcEUf9Pw61gvxWIMv4zclqCyBPUr4cOLP6m2-0lkIA-mjA4NcYsKlY3i0d2uchHKa0ji2NgA1O7LIuMULWzonNiyZHqIuSPpvHGSu5HaZrSGzn132wn0oA3bqyZY9NoxSAoviAwfPPN7cASmyVpis0lcKCFrWL_ZOFNjCo-l7JpjX0WCE3hZ6ooNuRpNlLTYTs5g58KCr0QvYlxUjmGB9prXRv-zT7wpqQfIMHFfcsFQ_LJ6ddcsvbJxoL8A==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Tracker?data=8KKAVEMxyYJ2b2n2kHSvpv-MPehcEUf9Pw61gvxWIMv4zclqCyBPUr4cOLP6m2-0lkIA-mjA4NcYsKlY3i0d2uchHKa0ji2NgA1O7LIuMULWzonNiyZHqIuSPpvHGSu5HaZrSGzn132wn0oA3bqyZY9NoxSAoviAwfPPN7cASmyVpis0lcKCFrWL_ZOFNjCo-l7JpjX0WCE3hZ6ooNuRpNlLTYTs5g58KCr0QvYlxUjmGB9prXRv-zT7wpqQfIMHFfcsFQ_LJ6ddcsvbJxoL8A==
https://globalcoalitiononaging.com/
https://www.aarp.org/content/dam/aarp/home-and-family/personal-technology/2013-10/Longevity-Economy-Generating-New-Growth-AARP.pdf
https://www.aarp.org/content/dam/aarp/home-and-family/personal-technology/2013-10/Longevity-Economy-Generating-New-Growth-AARP.pdf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08/11/14/28/Technology-for-All-Global-Coalition-on-Aging-WSIS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08/11/14/28/Technology-for-All-Global-Coalition-on-Aging-WSIS
https://www.aarp.org/content/dam/aarp/home-and-family/personal-technology/2013-10/Longevity-Economy-Generating-New-Growth-AARP.pdf
https://www.aarp.org/content/dam/aarp/home-and-family/personal-technology/2013-10/Longevity-Economy-Generating-New-Growth-AAR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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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开发银行最近发表了题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银发经济：老龄化是创新、创

业和包容的机会》的报告指出，日本的长寿经济过去20年翻了一番，现在估值超过1.1万
亿美元，几乎占据了全部消费的半壁江山。在欧盟，截至2015年，银发经济已膨胀至3.7
万亿欧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5.7万亿欧元，年增长率为5%。2015年到2030年，东北

亚和西欧城市近60%的消费增长将源自60岁以上的人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这一统计

数字为30%。按照这样的趋势，长寿经济可以成为经济驱动力，在促进社会和经济增长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2

图1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银发经济：老龄化是创新、创业和包容的机会

资料来源：美洲开发银行

无论从那种角度看，人口老龄化都催生了新的商机。一方面，它意味着未来更多年

都有持续购买的客户。另一方面，他们的宝贵经验可以用来造福年轻一代和企业家，从

而促进代际对话。

特别是为老年人设计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所谓“老年技术”对助力发展和包容性具有

巨大潜力。企业、行业、学术机构和企业家需要关注这一至今无人问津的、未来增长可

观的市场，它将对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以及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带来巨大冲击。

关键是各国要考虑这些机会，适应并做出调整。如果社会能够预测和灵活应对老龄

化相关的需求和偏好，将会成功地利用老龄化进程，包括按照老年人的需求和要求设计

和开发信通技术。要维持客户，各行各业都需要提前考虑潜在的老龄化相关条件。

“此次重心根本转移，我们应该探讨如何预防或至少推迟与晚年生活相关的慢性

病，慢性病是健康和社会护理需求的主要驱动力。许多成本控制战略背后原因是对人口

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银发经济，IADB报告：https:// publications .iadb .org/ publications/ english/ document/ The 
-Silver -Econom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ging -as -an -Opportunity -for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lusion .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en/the-silver-economy-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aging-as-an-opportunity-for-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and-inclusion#:~:text=to%20main%20content-,The%20Silver%20Economy%20in%20Latin%20America%20and%20the%20Caribbean%3A%20Aging,for%20Innovation%2C%20Entrepreneurship%2C%20and%20Inclusion&text=The%20silver%20economy%20is%20the,and%20demands%20of%20older%20people.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en/the-silver-economy-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aging-as-an-opportunity-for-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and-inclusion#:~:text=to%20main%20content-,The%20Silver%20Economy%20in%20Latin%20America%20and%20the%20Caribbean%3A%20Aging,for%20Innovation%2C%20Entrepreneurship%2C%20and%20Inclusion&text=The%20silver%20economy%20is%20the,and%20demands%20of%20older%20people.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en/the-silver-economy-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aging-as-an-opportunity-for-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and-inclusion#:~:text=to%20main%20content-,The%20Silver%20Economy%20in%20Latin%20America%20and%20the%20Caribbean%3A%20Aging,for%20Innovation%2C%20Entrepreneurship%2C%20and%20Inclusion&text=The%20silver%20economy%20is%20the,and%20demands%20of%20older%20people.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The-Silver-Economy-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Aging-as-an-Opportunity-for-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and-Inclusion.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The-Silver-Economy-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Aging-as-an-Opportunity-for-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and-Inclusion.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The-Silver-Economy-in-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Aging-as-an-Opportunity-for-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and-Inclu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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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束手无策，而恰恰相反，储蓄对于再投资，更重要的是，对于极大地改善数百万

人的福祉和生活质量具有得大的潜力”。13

2.2 对老年人友好的技术环境，以确保福祉

当今世界越来越依赖信通技术。政府、企业、学术界和企业家都在实施数字化转型

进程，以便更好地为国民服务，并更好地适应减少身体接触的新消费趋势。但并非所有

国家都照顾到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数字扫盲和包容性对于发挥信通技术使能作用的潜力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要建

立一个包容的环境，必须考虑到对老年人友好的技术因素。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适应

技术，但开发人员和制造商应该考虑到人们的速度各有不同。

比如，智能手机软件升级多少次，有人向机主说明改进的内容吗？升级软件而不解

释改进的主要内容令人感到困惑，妨碍他们使用技术。

技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为当前和未来的客户考虑，向他们清楚地解释演变过

程十分重要。有必要向那些对技术不是很在行的人用他们的语言公开讲解信息使用、安

全性和可用性相关的问题，以营造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

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健康老龄化包括满足基本需求：学习、成长和决策；保持出

行能力；建立和维护关系，为社会做贡献。如果考虑到相关因素，创造对老年人友好的

环境，将技术纳入这些目标中会成为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

•      电子银行、电子商务、电子健康 – 满足基本需求

数字化转型过程扩大了在线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企业正在从传统模式转向数字模

式，为老龄人口满足其基本需求提供了良机。

如果能在网上购买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使老年人免去了乘车和手提购物袋之

苦，可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数字银行使老年人能够独立管理他们的储蓄，避免了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在银行网点接触新冠肺炎的风险。健康应用程序被证明有助于监测和预

防老年患者疾病加重，因而越来越普及。

不过，平台要精心设计，要使应用过程易于理解和值得信赖。用户友好的客户服务

还可以为不熟悉数字平台的客户提供帮助。涉及完善的移动应用程序和网站既要考虑通

用设计也要考虑老龄人口需要，这对保证将老年群体转移到在线服务和产品十分重要。

•       包括每个人的电子学习和劳动计划 – 学习、成长和决策

电子学习平台降低了教育成本，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对健康老龄化产生重要

影响。学术和学习程序应该为社会中不断扩大这一群体提供他们感兴趣的选择。在线学

习平台也需要方便用户，吸纳或保持老年教师和导师的知识经验，为年轻人服务。

社区也可以利用退休群体的工作经验。企业家以及没有经验的青年工人可以借机征

求退休人员的建议。随着数字平台的使用，建立这样的工作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13 https:// blogs .lse .ac .uk/ politicsandpolicy/ the -uk -needs -a -social -policy -on -ageing/ 

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the-uk-needs-a-social-policy-on-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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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利用这一未充分利用的学习资源，促进老年人为社会做贡

献。

•      替代交通工具 – 保持流动性

出行从未像在数字世界中那样如此方便。新型交通每天都在涌现，满足着社会不同

需求。例如，优步这种交通模式，大幅减少汽车的购置，对千禧一代的消费趋势和全球

汽车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用交通方式解决灰色经济存在着巨大的机会。政府和私营企业应制定方案和服务，

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问题。老年人的比例日益增长，改变他们对使用信通技术的观念势在

必行。核心是要突出ICT的优势和机会，消除人们的负面态度和障碍。

•      在线项目和社交网络 – 建立和维护关系，为社会做出贡献

许多健康状况不佳都与社会交往少和被孤立感有关。与世隔绝现在被视为过早死亡

的一个危险因素。例如，美国在联邦预算支出拿出67亿美元用于解决老年人的社会隔离

问题。14

了解老年人普遍存在的社会隔离和孤独感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对人口健康的影

响；第二，经济和社会潜力的丧失。信通技术可以为这两项挑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拥有互联网连接、适当设备和技术知识的老年

人，能够更好地应对突如其来的封锁和不得不远离亲人的现实。帮助我们的长辈使用技

术是让他们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自立自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网络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商业机会，可以满足这种维系和建立新型关系的需求。

例如，法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启动了一个项目，将退休人员

（其中一些人被隔离和孤独）与语言学生配对。他们通过视频聊天进行交谈，并建立了

代际之间的互利关系，因为学生们可以不断练习他们的语言技能，同时让老年人感到与

外界交往和自立。15

14 https:// www .hrsa .gov/ enews/ past -issues/ 2019/ january -17/ loneliness -epidemic
15 有关共享Ami计划的更多信息：https:// www .oldyssey .org/ shareami #shareamiinterested

https://www.hrsa.gov/enews/past-issues/2019/january-17/loneliness-epidemic
https://www.oldyssey.org/shareami#shareamiinter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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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新的老龄问题报告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随着人口老龄化，政府官员需要考虑这一现实，并制定明确的战略。在管理新冠肺

炎大流行的同时，公共卫生官员在发布消息时需要处理好保持社交距离所带来的意外风

险。

利益攸关方需要携起手来，共同为老年人寻找积极参与的机会，帮助他们获取有益

的资源、服务和计划。信通技术是当今扩展性强而安全的手段，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伴随机会而来的是数字鸿沟和边缘化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为老年人不能把

技术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或者在许多情况下被完全落在后面。

2.3 老年人采用信通技术的关键要素：数字包容和信通技术无障碍

信通技术明显具有减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巨大潜力，但也可能加剧

原有的不平等，甚至产生新的不平等。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政府，需要确保公共政

策对促进新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因为新技术是创造机会让老年人融入日常生活所有领

域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数字包容是促进老年人在信息社会中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关键。数

字包容是指个人和群体，不分性别、年龄和地点，获得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能力。

为此，数字包容需要以下基本要素：数字基础设施、信通技术的无障碍和技术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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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数字包容

来源：国际电联

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使用数据、计算机设备、方法、系统和过程所必需的所有物理资

源。互联网连接是指人和机器连接的手段。

从技术上讲，数字基础设施是企业、政府和机构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不可或缺的要

素。然而，即使数字基础设施是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也不能确保数字包容。如果没有

信通技术的普及和采用，连接将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无障碍性是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先决条件：

为了确保每个人，无论年龄或能力如何，都能交流，信通技术必须是可获得的，

这意味着信通技术设计的初衷就是要适合尽可能多的人，包括老龄人口的需求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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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了具有包容性，新的平台和新的会议方式应该可供所有人使用。通过无障

碍化，使每个人都能够在家工作，提供远程教育，包括电子学习门户和课程，并创造更

多使用公共保健和援助服务的机会，这在灾害情况下特别有用。

无障碍的信通技术是为以往未被纳入和非数字人口创造机会的唯一途径。每个利益

攸关方都应该考虑到，技术和特定技术语言的变化速度可能会影响老年人接触技术的能

力。克服这一障碍简单方法是编写明白易懂和随处可用的信通技术的资料。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经常会遇到一些变化和限制，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信通技

术的使用；然而，对于不同的利益攸关方来说，这不应成为障碍。

全世界都有信通技术的无障碍标准。《网络内容无障碍指南》（WCAG）是世界公

认的信通技术无障碍方面最重要的标准16。它们是应用于数字世界的通用设计准则。这

些标准阐述了信通技术应具备的设计和编程特征，确保特点和能力不同的人能够使用信

通技术，从而在特定背景下实现特定目标，包括：

视力下降：阅读和理解小字体文本的困难对老年人来说是一大挑战。网站和移动应

用程序应该有可缩放的文本，并且应该与屏幕放大镜和屏幕阅读器兼容。

听力下降：对听力下降的人，交流时可使用的内容很有帮助，例如聊天或消息可以

代替语音服务。无障碍内容也应考虑到这一点，并与助听器设备兼容，例如无障碍智能

电视。

运动机能下降：如果老年人运动能力下降，无障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使他们能够

与产品或服务互动，而不需要精细的运动功能或与辅助技术的兼容性。例如，对灵活性

欠佳的人，设置含有标签较大的可点击区域，特别是对于较小的控件，如单选按钮和勾

选框，这些触手可及的特性十分重要。

认知能力的降低：在寻找特定信息或识别和访问链接方面存在困难可能是常见的。

简单实用的设计应考虑到这些障碍。可访问的内容要容易理解，提醒等无障碍功能也非

常有帮助。

在家庭和社会中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与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负责人沟通困难是非常

普遍的。为了帮助所有客户，提供随时可用的便捷客户支持渠道非常重要。

减少社会接触导致孤独和有时抑郁：利用无障碍信通技术提供培训和教育机会、一

对一学习和信息共享，以增加社会交往。

丧失活力：有些老年人感到精力下降。电子健康应用程序可以鼓励健身和监测健康

状况。

通过落实和践行WCAG标准，用技术手段可以轻而易举的弥补上述与年龄相关的机

能不全，因此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可以确保社会所有成员，无论其年龄或能力如何，都

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

16 有关ICT无障碍化标准的更多资料，可查询ITU-D数字包容性网站https:// www .itu .int/ itu -d/ sites/ digital 
-inclusion/  和网络内容无障碍化指南https://www .w3 .org/ WAI/ standards -guidelines/ wcag/  

https://www.itu.int/itu-d/sites/digital-inclusion/
https://www.itu.int/itu-d/sites/digital-inclusion/
https://www.w3.org/WAI/standards-guidelines/w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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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采用信通技术

在老年群体中推广信通技术应用对于培育积极健康的老龄化文化至关重要，这也

是实现数字包容的第三个基本内容。当今社会对技术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老年人

和年轻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十分显著。这种差距通常与老年人成年后新技术开始普

及有关。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老年人对新功能和能力可能无所适从。相反，他们可能会继

续使用年轻时开发的技术，即使这些技术已经被改进的技术所取代。因此，数字鸿沟是

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人都会有所不同。如《数字技术和代际认同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整个

生命过程中的使用》刊物所述，人在一生中的每个阶段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和体验有所不

同，因为这些都是代际差异和认同的标志。17数据显示，采用技术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在

高收入国家尤为如此。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间，65岁及以上

拥有智能手机的成年人比例从18%升至42%，增长了24%。200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14%，此后稳步上升，到2017年，有67%的老年人自称已经上网。18

即使这些数字被复制，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总体上，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仍然不是

很活跃，这也为扩大他们的互联网使用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技术使用机会：

• 身体

技术的使用受到身体障碍的影响，如正常老化过程导致的技能或功能发生变化。这

些包括运动、认知或感觉能力的变化。老年人可能不会在所有方面发生变化；但是，任

何变化都可能对他们使用技术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认真思考。信通技术的无

障碍化，特别是随着无障碍信通技术市场的出现，对开发者和制造商扩大对其技术需求

是一个巨大机会。

• 信心

老年人对技术普遍是接受的；然而，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自信或自立。接受是一个

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它涉及到各种技术（如计算机、辅助设备、电子邮件程序）

的使用。技术接受程度也受到年龄、性别、学习技术的历史以及对技术使用的态度的影

响。技术接受模式有两个核心结构：觉得有用和觉得易用。因此，为了克服这一障碍，

提高认识、信通技术的无障碍和技术获取必须成为老年战略的一部分。

采用技术对于确保老年人的数字无障碍至关重要。数字技能几乎支撑着工作和生活

的方方面面。从填写政府表格到出于工作目的进行沟通，很难找到一份不需要基本数字

技能的工作或事务。

制定政策的目的是让老年人熟悉互联网，需要反映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

法。对于这一目标群体，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学习活动应该集中在建立信心和

消除对使用新技术的不信任感。需要以中立和关爱的方式推荐最合适的设备、套餐服务

和辅导支持。

17 有关数字技术和代际身份的更多资料，可查询：https:// www .routledge .com/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ICT -Usage -Across -the -Life/ Taipale -Wilska -Gilleard/ p/ book/ 9780367352455 

18 https:// www .pewresearch .org/ internet/ 2017/ 05/ 17/ technology -use -among -seniors/ 

https://www.routledge.com/Digital-Technologies-and-Generational-Identity-ICT-Usage-Across-the-Life/Taipale-Wilska-Gilleard/p/book/9780367352455
https://www.routledge.com/Digital-Technologies-and-Generational-Identity-ICT-Usage-Across-the-Life/Taipale-Wilska-Gilleard/p/book/9780367352455
https://www.routledge.com/Digital-Technologies-and-Generational-Identity-ICT-Usage-Across-the-Life/Taipale-Wilska-Gilleard/p/book/9780367352455
https://www.routledge.com/Digital-Technologies-and-Generational-Identity-ICT-Usage-Across-the-Life/Taipale-Wilska-Gilleard/p/book/9780367352455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7/05/17/technology-use-among-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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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务的使用提高了老龄化的质量。推出新技术产品最佳方式是开展教育培训项

目。因此，培训作为帮助老年人采用技术的基础技巧将大有可为。

因此，各国政府、决策者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应确保其政策和计划包含连通性、信通

技术的无障碍19和推广等所有上述内容，确保老年人充分融入数字社会。为了推进信通技

术无障碍实施，所有相关各方都可以利用国际电联的报告“努力建设包容性数字社区：

国际电联信通技术无障碍实施工具包和自我评估”。

该工具包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意在帮助理解信通技术无障碍“是什么、为什么和如

何做”的原则，及其在建设包容性数字社区和社会中的催化作用。它为用户提供了各自

国家或组织在信通技术/数字无障碍实施现状的即时概览，以及有针对性的专家建议和制

定适当政策的宝贵指南。

19 https:// www .itu .int/ pub/ D -PHCB -TOOLKIT .01 -2021 

https://www.itu.int/pub/D-PHCB-TOOLKIT.01-2021
https://www.itu.int/pub/D-PHCB-TOOLKIT.01-2021
https://www.itu.int/pub/D-PHCB-TOOLKIT.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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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通技术作为生计手段，将弱势群体
转化为富有价值的群体：政策和战略
建议

3.1 新技术和可用性

对某项技术在特定活动中是否有用的认知将决定一个人与该技术的互动程度，甚至

决定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否愿意使用该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的使用程度将取

决于如何使用、由谁使用以及为什么使用。

例如，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老年人之家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为居民提供社会

方案，并有机会与其他几个月不允许访问的居民和家庭成员接触。一些人使用YouTube频
道和机器人与居民互动，帮助他们与家人沟通，另一些人使用智能扬声器来促进联系。20

在美国，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和全国城市联盟发起了新冠肺炎老年人响应倡

议，目的是向市长、地方领导人和社区组织提供信息和资源，支持他们的响应。他们通

过数字平台分享创新理念和最佳实践。

图15：新冠肺炎：老年人

老年人市场为新技术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企业看到了一个值得抓住的市场机

会。2020年，在美国，医疗保险特惠（Medicare Advantage）计划开始支付一些家庭技

术的费用，以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因此，包括远程患者监测和远程问诊在内的数字健

康技术的使用持续增长。

将社交机器人与传感器相结合可能有助于老年人对独居感到放心和更有信心。此

外，家中的传感器可以确定什么时候有人摔倒或发生其他事故。这些传感器可以通知

紧急服务部门寻求帮助，再次提供慰问，并建立在家舒适生活的信心。

20 https:// www .ageinplacetech .com/ blog/ covid -19 -and -senior -living -s -growing -use -tech

https://www.aarp.org/
https://press.aarp.org/2020-5-27-AARP-and-National-League-of-Cities-Launch-Initiative-to-Highlight-Best-Practices-for-Helping-Older-Adults-During-COVID19-Pandemic
https://press.aarp.org/2020-5-27-AARP-and-National-League-of-Cities-Launch-Initiative-to-Highlight-Best-Practices-for-Helping-Older-Adults-During-COVID19-Pandemic
https://www.ageinplacetech.com/blog/covid-19-and-senior-living-s-growing-use-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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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理的较软性方面，人工智能（AI）的好处可能最终会对临床系统产生可以估量

的影响。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自理，居家更久，医疗保健设施中的资源

就可以释放出来。

在日本的藤田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隔离的老年人可以从所在的城市租用一个

名为PaPeRo的社交机器人，机器人具有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功能。它可以帮助老年

人进行交谈，并通过交换短信或照片与亲属保持联系。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发现活动模式

的变化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21

信通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增长的催化剂，也是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少隔离的影响。尽管如此，根据老年人的需求不断推出新的内容至关重要。将他们纳

入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过程将是实现包容性技术环境的关键，从而促进积极和健康的老龄

化。满足这些要求也将创造重大的投资和生产机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龄实验室（MIT AgeLab）

麻省理工学院老龄实验室成立于1999年，目的是发明新思想，创造性地将

技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改善人们的健康，使他们能够一生都“有所

作为”。与对创意和新技术的需求同等重要的是，相信产品设计、服务交付或

政策实施方面的创新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麻省理工学院老龄实验

室是一个多学科研究项目，与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提高老年人和

那些关心他们的人的生活质量。AgeLab应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系统思维来理解

长寿和新一代生活方式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从而推动商业市场的创新。

美国：老龄化2.0

老龄化2.0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加速创新，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

战和机遇，包括参与度和目标；财务健康；流动性和流动性；日常生活和生活

方式；护理；护理协调；大脑健康；和生命的终结。通过31个国家的活动、会

议和媒体活动，促进投资者、企业家、初创企业、企业和学术界之间的联系。

法国：SilverEco.org

这个银发经济的国际门户网站重点关注所有旨在帮助老年人保持自主和独

立的技术，以及面向老龄群体的产品和服务。目标是为股东提供一个部门监测

工具，告知并允许工业和服务提供商详细介绍他们的提议和创新。

政策建议和战略：

• 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政策和立法需要向其他政府机构提供必要的指导，确保其与

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的政策、法规和战略具有包容性，并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是新

技术确保没有人掉队的关键。

21 关于日本试点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 www .euronews .com/ 2021/ 01/ 04/ how -japan -is -using 
-technology -to -make -us -feel -closer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https://agelab.mit.edu/
https://www.aging2.com/
http://www.silvereco.org/en/
https://www.euronews.com/2021/01/04/how-japan-is-using-technology-to-make-us-feel-closer-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euronews.com/2021/01/04/how-japan-is-using-technology-to-make-us-feel-closer-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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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障碍和可用性标准必须修订，并纳入政策和法规，以便行业在开发新技术的同

时，不会扩大数字鸿沟。

• 政府应与学术界和行业合作，建立对这些无障碍和可用性标准的认识和培训。

• 政府、学术界和行业应与最终用户合作，确保新技术的质量和普遍性。

• 应定期修订政策、法规和战略，将新的技术趋势纳入无障碍和可用性建议。

3.2 财务健康

根据世界银行题为“数字金融普惠在为老年和退休做准备方面的作用”的报告，老

年人被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是数字能力低下和缺乏满足其需求的金融产品，导致许多人

缺乏应对老年金融挑战所需的工具。

图16：数字金融普惠在为老年和退休做准备中的作用

来源：世界银行

老年人的经济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可能需要理财建议，有些人可能需要获得

贷款，还有些人在使用技术平台从事金融交易中遇到困难。我们都需要多种多样的金融

服务。

此外，财务健康对实现健康生活至关重要，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对

老年妇女而言。在许多国家，妇女的养老金平均较低，甚至低得无法完全满足她们的基

本需求。

https://www.financialcapability.gov.au/files/the-role-of-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in-preparing-for-older-age-and-retirement.pdf
https://www.financialcapability.gov.au/files/the-role-of-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in-preparing-for-older-age-and-retir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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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金融服务可以帮助管理与年龄相关的困难，例如行动能力和

记忆方面的挑战，包括通过在家办理银行业务。电子储蓄提醒（nudges）和自动储蓄存

款等工具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为退休做准备”。22

然而，必须强调，金融剥削是虐待老年人的最常见形式之一。因此，必须制定严格

的消费者保护标准，确保数字金融服务有效惠及老年人。几个例子包括：

• 通过自动扣缴增加储蓄和退休基金。

• 具有无障碍功能和消费者安全元素的信用卡和借记卡。

• 短信帮助人们节省更多的钱并实现他们的财务目标。

• 包括关键财务信息的简化报表。

• 帮助老年人进行财务管理的应用程序，包括设置提醒和自动账单支付，识别相关政

府福利，并通过监控信用报告和金融账户中可疑或非法活动的迹象，提醒家庭注意

潜在的骗局。

• 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两种方法验证（语音识别和面部识别）等工具来识别和防止老

年人遭受经济虐待。

敦促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认识到这一代老年人为创造新服务和产品带来的机会，当

通过数字渠道提供储蓄、保险、反向抵押和养老金等领域的服务和产品时要特别考虑到

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实施为老年客户设计的技术解决方案时必须提供培训，以提高他们

的金融和数字素养。

英国：Age UK

Age UK是一个提供多种服务的平台，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该平台专门有

一部分有关金融和和法律问题的，为用户提供福利、资金管理、避免欺诈并处

理法律问题，还通过创新在线功能，提供养老金和福利计算器等。

中国香港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金融消费者保障与人口老龄化》报告，香港

银行推出了视频柜员机，客户服务中心的银行职员可透过视频与客户进行实时

对话，并为客户提供互动银行服务。

22 https:// www .financialcapability .gov .au/ files/ the -role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preparing -for -older -age 
-and -retirement .pdf 

https://www.ageuk.org.uk/
http://www.oecd.org/financial/education/Financial-Consumer-Protection-and-Ageing-Populations.pdf
https://www.financialcapability.gov.au/files/the-role-of-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in-preparing-for-older-age-and-retirement.pdf
https://www.financialcapability.gov.au/files/the-role-of-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in-preparing-for-older-age-and-retir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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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还放置了语音导航自动柜员机（ATM），方便视障客户和老年人使用

ATM服务。银行还提供简化的ATM卡，使ATM上的各项服务更加便捷，减少了

提取现金所需的步骤，并在屏幕上显示大号字体。这些卡片旨在帮助老年人和

其他有特殊需求的客户更方便地操作自动取款机。1

图17：金融消费者保护与人口老龄化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葡萄牙

根据经合组织的同一份报告，由三名金融监督员与葡萄牙银行协调领导的

葡萄牙金融教育国家计划旨在促进葡萄牙人口的金融知识。其2016-2020年期间

的目标之一是深化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知识和技能，即提高公众对数字金融服务

和安全规则以及使用这些服务的风险的认识，如更容易获得信贷和冲动购买。此

外，葡萄牙银行制定了数字金融扫盲战略，并将其纳入2017-2020年战略计划。

该计划的目的是增强银行客户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能力，启发他们安全使用数字

渠道，并提高对数字金融产品特点和风险的认识。2

美国：True Link Financial

成立于2013年的True Link Financial提供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信用卡。它支持卡

片功能个性化。例如，可以限制使用这些卡的地方，以防止老年人被骗。

1 www .oecd .org/ finance/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ageing -populations .pdf
2 www .oecd .org/ finance/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ageing -populations .pdf

http://www.oecd.org/financial/education/Financial-Consumer-Protection-and-Ageing-Populations.pdf
https://www.truelinkfinancial.com/
http://www.oecd.org/financial/education/Financial-Consumer-Protection-and-Ageing-Populations.pdf
http://www.oecd.org/finance/Financial-consumer-protection-and-ageing-popul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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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和战略

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渠道提供产品和服务。如果无障碍和可用性不是这些

数字解决方案的基本部分，老龄人口就将被排除在外，从而危及他们的财务健康并引发

安全问题。如果最终用户需要第三方与技术服务互动，敏感信息可能会被泄露，从而增

加老年人的风险。因此：

• 政府和行业在制定应用策略时要征求老年人的意见。

• 应采取措施确保服务质量要求中药考虑老龄人口的具体需求，包括使用技术语言描

述产品和服务。

• 政府和利益攸关方应提高对年龄和老龄化的知识水平和理解，促进关于使用信通技

术的代际对话、学习和合作。

• 应鼓励成立老年人协会组织，为老年人发声。

• 政策和法规（包括采购政策）应包括信通技术的无障碍和可用性标准。

• 政策和法规应包括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条件，同时考虑到能够使用这些

服务和产品的最广泛人群。

• 应开发关于无障碍、安全性和可用性计划的能力建设和培训课程，确保包括所有当

前和未来的用户。

3.3 教育和终身学习

据经合组织称23，成年人认为缺乏时间、日程冲突、距离限制和缺乏财政资源是无

法参加成人学习的主要障碍。在线学习可以解决这些障碍。

2020年的世界形势表明，技术是终身学习的盟友。自2001年以来，美国Osher终身

学习机构（OLLI）向50岁以上的成年人提供无作业或无等级的非学分课程。全美有120
所大学和学院提供OLLI课程。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他们转向数字平台。杜克大学的OLLI
项目是最大的项目之一，据报道，在大流行期间，在线课程的申请在两周内从200名感兴

趣的成年人增加到1350人。

我们需要制定计划和政策，鼓励为老年人提供终身教育资源和实践。这些包括教育

水平；以阅读手册、参考书、期刊等形式自学；计算机/互联网的使用和图书馆的使用；

休闲时看书；阅读信件、笔记和电子邮件。其中包括在老年人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方

法。终身教育使老年人能够获得自信，展示他们的创造力，分享他们的技能和经验。在

实现和保护老年人的权利、明确他们的责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方面，教育成为老年人

的特殊需要。老年人是最需要体面生活质量和健康的社会弱势群体。终身学习是“在个

23 经合组织“成人在线学习的潜力：新冠肺炎危机的早期教训”，2020年7月24日：https:// read .oecd 
-ilibrary .org/ view/ ?ref = 135 _135358 -ool6fisocq & title = The -potential -of -Online -Learning -for -adults -Early -lessons 
-from -the -COVID -19 -crisis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35_135358-ool6fisocq&title=The-potential-of-Online-Learning-for-adults-Early-lessons-from-the-COVID-19-crisis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35_135358-ool6fisocq&title=The-potential-of-Online-Learning-for-adults-Early-lessons-from-the-COVID-19-crisis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35_135358-ool6fisocq&title=The-potential-of-Online-Learning-for-adults-Early-lessons-from-the-COVID-19-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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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民、社会和/或与就业相关的角度，为提高知识、技能和能力而在一生中开展的所

有学习活动”24

参加终身学习活动的老年人给予了积极的反馈。这些活动的一个副产品是社会化体

验，它增加了积极的开阔思维体验。评价自己经历的学生谈论“学习的乐趣”，参考“

提供的智力刺激”，并评论它如何“扩展你的生活”，以及“赋予生活意义”。25

展望未来，为了营造一个有利于电子学习的环境，重要的是：

• 发展数字化技能，将在线学习纳入主流。

• 激励在线学习者是留住人才的关键。

• 考虑到老年人的兴趣，为他们编写材料。

• 培训教师有效地提供在线课程，并考虑可能存在的诋毁者。

• 确保培训材料可用且易于获取。

24 https:// europa .eu .int/ comm/ education/ policies/ lll/ life/ what _islll _en
25 Weinstein L，“终身学习有益于老年人”活动适应与老龄化，2004年10月https://www .researchgate .net/ 

publication/ 233230399 _Lifelong _Learning _Benefits _Older _Adults

图18：成人在线学习的潜力：新冠肺炎危机的早期教训

来源：经合组织

https://europa.eu.int/comm/education/policies/lll/life/what_islll_e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3230399_Lifelong_Learning_Benefits_Older_Adult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3230399_Lifelong_Learning_Benefits_Older_Adults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35_135358-ool6fisocq&title=The-potential-of-Online-Learning-for-adults-Early-lessons-from-the-COVID-19-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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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老年人信通技术方案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OGCIO）推出三轮长者资讯及通讯科技外展计

划（外展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教导长者使用平板电脑及其他移动设备，并

协助他们了解数码科技如何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在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的支持下，老年人在采用数字技术扩大其社交圈和融入社区方面得到了鼓励和

帮助。2019年，推出了老年人信息技术学习门户，帮助老年人在线学习数字生

活和技术。1

阿根廷

La Plata政府和阿根廷现代化部于2018年8月至10月在不同社区，主要是在

退休中心，启动了老年人数字扫盲方案。组织该方案是为了支持国家数字包容

计划的目标，该计划强调弱势群体需要数字包容和无障碍。

作为该方案的一部分，该部的代表组织了一系列数字扫盲活动，包括不仅

侧重于传播信通技术技能，而且侧重于激励参与者接受这些工具的讲座和工作

坊。由于地方政府和“数字培训师”的支持，工作坊得以举行，这些志愿者学

生获得了资助他们学习的资金。

参与者了解了以下主题：

• 互联网的第一步

• 连接类型

• 网络浏览

• 政府网络服务

• WhatsApp和脸书

1 https:// www .ogcio .gov .hk/ en/ our _work/ community/ ict _programmes _for _elderly/ 2018 -19 -training/ 

https://www.ogcio.gov.hk/en/our_work/community/ict_programmes_for_elderly/2018-19-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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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和战略

• 考虑到现行政策和法律对老龄人口福祉的影响和电子学习平台的可扩展性，政府需

要对其进行修订，增加关键定义，以促进老年人对信通技术的使用和获取。

• 应修订普遍接入/服务立法，将老年人使用信通技术和无障碍化作为普遍接入/服务

和普遍接入/服务基金的明确目标。

• 各国政府应建立机制，激励和确保为老年人制作学习材料，包括数字技能培训。

• 政府应建立机制，确保为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创造终身学习的机会。

3.4 就业和工作参与

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在许多国家，人们的退休年龄延长，

其结果是老年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得到提高，因而为企业、工人和社会带来了

新的机会。经合组织估计，建立多代人的劳动力队伍，并给予老年雇员更多的工作机

会，在未来3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提高19%。26

如果政府和企业抓住机会，建立多年龄段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多代劳动力的优

势，延长工作寿命就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通过为各年龄段的人提供灵

活的工作条件，从而改善社会规范，获得被低估的人才并创造深远的经济效益。有证据

表明，年长的工人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和专门知识并与年轻实现技能互补，可提高团队

绩效和企业生产率。遗憾的是，老年工人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甚至被忽视。

图19：促进包容年龄的劳动力队伍

来源：经合组织

26 http:// www .oecd .org/ employment/ promoting -an -age -inclusive -workforce -59752153 -en .htm

http://www.oecd.org/employment/promoting-an-age-inclusive-workforce-59752153-en.htm
http://www.oecd.org/employment/promoting-an-age-inclusive-workforce-59752153-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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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根据经合组织题为“促进包容年龄的劳动力队伍”27的报告，为了利用

劳动力老龄化的好处，雇主、政府和社会对话需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做法。在这种情况

下，信通技术可以在以下方面成为最有效工具：

吸引和留住所有年龄段的人才：消除招聘中的年龄偏见，鼓励多年龄的文化，让所

有员工无论年龄大小都感到舒适和认可。确保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健康的工作生活。

美国：Workforce50.com

Workforce50.com是一个专门面向50岁以上人群的在线求职平台。求职者输

入一些基本信息，如学术培训或专业，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雇主在网站上发布职

位空缺需要付费。它还提供职业服务，例如，如何写简历或LinkedIn个人资料。

法国：emploisenior.net

创建该网络平台的目的是为法国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促进他们就业。申

请人和私人雇主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服务。

确保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健康的工作生活：提供灵活的工作选择，为工人提供终身支

持，防止倦怠，管理家庭责任和参与学习。远程工作需要精心设计，既满足工人和雇主

的需求，还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福利和生产力。特别是，所有年龄的工人都需要拥

有在家工作的数字工具和技能。投资于所有年龄段员工的健康和福祉同样重要。提供金

融、身体、社会和情感方案的福利项目需要伴之以其他生活方式和健身措施。

老龄问题全球联盟（GCOA）

GCOA制定了“善待老年人企业指导原则”，其中包括关于不分年龄的工作

场所，承认所有年龄雇员的潜在贡献和多代劳动力的价值。鼓励营造包容性环

境，阻止与年龄相关的歧视或敌意。鼓励有利的工作环境，不分年龄，提供有

利于获取和贡献的技术、设施、设备和服务。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发展和保持技能：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延长工作寿命，促进他们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技能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通过终身学习和培训，在整个生命周期内

保持技能可提高组织绩效，从而提供熟练的员工队伍，支撑生产力和效率，构建创新平

台，并提高员工积极性。促进创业也是利用老年人的专门知识的有效方式。

27 https:// www .oecd -ilibrary .org/ docserver/ 59752153 -en .pdf ?expires = 1608617049 & id = id & accname = guest & 
checksum = 45 6A61FD547554F1ADB427C999EDEC94

http://www.oecd.org/employment/promoting-an-age-inclusive-workforce-59752153-en.htm
https://www.workforce50.com/
https://www.emploisenior.net/
https://healthyagingcore.ca/sites/default/files/2019-10/guiding-principles-for-age-friendly-businesses-9.29.17.pdf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9752153-en.pdf?expires=1608617049&id=id&accname=guest&checksum=456A61FD547554F1ADB427C999EDEC94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9752153-en.pdf?expires=1608617049&id=id&accname=guest&checksum=456A61FD547554F1ADB427C999EDEC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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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高级创业行动方案

“增强失业老年人的创业技能和释放其潜力 – MYBUSINESS项目”旨在促进

50岁以上的老年人创业、健康老龄化和重返劳动力市场。为此，它根据老年人

已确定的需求，制定了量身定制的培训和指导方法，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商业技

能的基本知识，以及创建自己的企业和发展其创业技能和心态所需的动力。

日本

神奈川县为自认为是企业家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和支持。它提供了三个空

间，老年人可以在这里推销他们的商业想法并为之努力。为了鼓励年长的企业

家，它为55岁以上的潜在企业家举办年度竞赛。它还出版了一份老年人创业指

南，列举了32个当地老年企业家的例子。

政策建议和战略

50岁以上的人由于他们的工作背景而具有成熟、经验和常识。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某

些领域提供更高的技能，以及表现的一致性。一般来说，老年人有更强的责任感、情绪

控制力和节制力，以及对公司和团队成员的高度忠诚。

• 政府和各利益攸关方应制定计划和政策，保障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及辅助技术，促

进年龄多样性，改善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并帮助每个人体面的工作并延长工作

生命，包括通过支持再培训和协助寻找工作。

• 应建立监控流程，评估各项行动并实施最佳实践。

3.5 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和独立的生活

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健康和独立的生活尤其如此。例

如，在住房领域，老龄化导致对住房的需求，设计住房要能够让老年人能够独立生活，

尽管他们的各项机能受限（视力、听力或房间之间的移动能力下降）。发达国家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正在利用基于人工智能、先进电信和信息技术的多传感器系统改善

他们的起居。在打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下记录他们习惯和行为。人工智能将诊断任

何异常行为或变化并告知专业人员。老年学问题也成为了多传感器系统、基于人工智能

的学习和诊断方法以及主要功能的一部分。

在城市，信息技术增加为行动不便者提供公共服务的需求。在卫生行业，信息技术

扩大了预防和管理慢性病的服务市场，自主能力的丧失增加了对护理服务的需求。

最有前途的领域之一是旅游业。在人口结构转型最严重国家，企业开发了适合老年

人行动需求的套餐，淡季有不同的时间表和行程。这些对老年人友好的服务可以吸引其

他国家中高收入老年人的需求。银发游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群体，因为他们有更高

的自由支配收入和更多的时间。医疗旅游对这个群体也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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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Rendever

Rendever成立于2015年，为难以出门的老年人带来虚拟和增强现实的图片。

使用专为这项服务设计的设备，顾客可以欣赏到各种地方的图片，从与个人记

忆相关的地方，如他们过去居住的房子、他们最喜欢的公园和婚礼仪式，到马

丘比丘和巴黎等旅游目的地。

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挑战，特别是在交通出行领域，带来了重大的投资机会。公共交

通需要调整，对老年人更加友好。这些适应也可以为新的服务创造机会，如自动驾驶交

通工具或家庭食品配送。

美国：GogoGrandparent

GoGoGrandparent将老年人与Lyft等拼车服务联系起来。它还提供餐饮、食

品杂货和药品服务。它旨在创建一个虚拟护理平台，将推迟甚至消除雇用护理

机构或搬进退休社区的需要。

美国：Onward

Onward成立于2018年，旨在帮助老年人获得可靠、安全的上门服务。与常

规的“路缘对路缘”叫车服务不同，Onward司机下车去乘客的地方接上他们，

护送他们上车，到达目的地后，和他们一起走到他们需要去的任何地方，有时

会等侯到他们完成差事或医疗预约。他们的司机大多是退休人员。成为Onward
司机可以让他们创建自己的工作时间表，并提前知道他们将工作多少小时以及

他们将赚多少钱。

许多老年人，特别是患有慢性病和功能受限的老年人，在某种程度上依赖长期护

理，除了保健服务之外，还需要帮助服务。当人们难以进行日常活动（基本活动或工

具活动）时，如吃饭、穿衣或在家里走动，可以被视为依赖护理。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长期护理，发展这些服务成为一个机会。目前，大多数

这种需求是由家庭中的妇女满足的，她们放下工作去照顾年长的亲人。精心设计的政策

可以将这种需求变成一个新兴行业创造新的就业，韩国或日本就是这样。

https://rendever.com/
https://gogograndparent.com/
https://www.onwardrid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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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老年人需要从健康监测到退休储蓄规划等各种领域的技术解决

方案。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积极为60岁以上的人开发专用程序，投资者对此类

项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目前，老年人最广泛使用的应用类别包括：

• 提供解决方案的辅助医疗应用程序，如服药提醒、药物指南、疾病症状监控系统、
远程医疗建议、照顾近亲；

• 为听觉、视觉和其他障碍观众设计的适应性应用程序；

• 老年人社交服务或休闲信息的信息应用程序；

• 娱乐应用，包括缓解压力、记忆训练和提高认知能力。

增强独立生活方式的移动应用：

My Therapy：服药提醒

Cuiper：允许用户找到附近的护理员。

Go4Life：You Tube常规15分钟免费健身操

政策建议和战略

• 各国政府应制定国家和/或地方各级关爱老年人的城市和社区方案，并让社区、老

年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设计这些方案。

• 无障碍和可用性标准应包含在政策和计划中，确保落实通用解决方案。

• 应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建立多部门机制，促进信通技术用于健康老龄化。

• 各国政府应修订政策和法规，营造一种环境，鼓励使用无障碍信通技术，为休闲和

社会活动创造机会，以促进包容、参与和减少孤独和社会隔离。

https://apps.apple.com/us/app/mytherapy-medication-reminder/id662170995
https://cuiper.es/
https://www.healthinaging.org/tools-and-tips/go4life-national-institute-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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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保健和保健服务的提供

人口老龄化推动了各级卫生服务的需求。这一趋势对政府和家庭具有财务影响。

最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老年人的身体脆弱性，他们死于新冠病毒的比例更高。

保健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扩大各级的供应，尤其是初级保健，包括用于

管理慢性病的远程医疗。还需要对预防医学、健康饮食或积极老龄化的体育锻炼进行

投资。

技术采用的关键推动因素 技术采用的主要障碍

信息和通信技术互操作性 – 包括病人家属和护
理人员

设备所有权和技术信任

轻松上手的技术建议（专业培训） 标准化培训方案的可用性

智能手机 – 可穿戴设备，用于跟踪健康状况和
激励活动

老年用户的认知价值和培训

改变医疗保险特惠计划的报销方式以支持设
备使用

设备管理强制淘汰、升级、软件版本

宽带折扣（低收入） 家庭宽带标准价格

语音优先（亚马逊扬声器，谷歌助手）广泛
的可见性，部署

对隐私的担忧，因为总是有监听设备

美国：Pillo Health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目的是简化最复杂的健康例行程序。使用自适应

人工智能和精心设计的硬件的组合，他们的主动和安全的数字健康伴侣提供企

业解决方案，将医疗保健带入家庭。

日本：Logos

Logos成立于1996年，使用软银集团的人形机器人Pepper开发解决方案。其

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长期护理中心的Mainich Robo Lec。机器人Pepper提供娱

乐节目，如谜语、音乐或基本对话等，并通过累积数据和人脸识别对内容进行

个性化提供。

美国：Carely

Carely成立于2013年，为老年成员居住在护理机构的家庭提供申请。该应用

程序具有为这些家庭设计的功能，如与护理提供者的通信、健康状态更新等。

https://pillohealth.com/
https://www.logos.co.jp/
https://www.care.l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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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和战略

• 全民医保（UHC）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一部分，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没有

电子健康的支持，目标3“确保健康生活，促进所有年龄所有人的福祉”及其关于

UHC的具体目标3.8就无法实现。

• 电子健康解决方案需要反映卫生专业人员和每个公民需求。如果这些平台无法进

入，将扩大数字鸿沟和不平等，妨碍UHC目标的实现。

• 信通技术应该是可供使用、用得起和无障碍。无障碍的信通技术不同于现有的信通

技术。健康应用程序应该向全民开放，如果要让服务欠缺的社区和低收入人群使用

这些应用程序，就应该人们用得起，如果残疾人、老年人、暂时残疾者、移民或使

用一种以上语言的国家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就应该可以使用。

• 政府应修订和更新政策和法规，确保所有数字健康解决方案可供全民使用。包括以

人为本的综合健康和社会关怀，包括对痴呆症患者的关怀。

• 还应修订紧急通信的法律框架，确保服务的可及性和老龄人口的使用。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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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数字世界中的老龄化为真正利用老年人能够为社会做出的所有宝贵贡献提供了最佳

和最广泛的机会，摒弃人们把老年人视为弱势群体观念。

如果各国政府和所有利益攸关方考虑信通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并以促进健康老龄化

的基础制定政策和战略，技术环境和老年人的数字包容及其福祉终将现实。

此外，投资健康老龄化，利用信通技术作为提供必要服务和产品的可扩展手段，将

在短期内大大降低政府和家庭成本。老龄人口的福祉转化为更好的身心健康，直接影响

公共和个人成本。

4.1 不同利益攸关方的作用

如果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将老年人纳入数字经济，那么每个人都会赢。短期

和长期都有收益。

从短期来看，为所有人设计的信通技术产品和服务将能够进入潜在用户无人问津

的市场，研究证明，这些用户并不反对使用技术，但由于缺乏数字专门知识而被排除

在外。

从长远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为人人设计和数字包容的良好做法，以及包括老龄

化人口在内的方案和活动，将转化为社会和经济增长，并通过预防医学和公民福祉知识

为社会节省费用。

• 政府

数字包容将允许所有公民充分参与经济。

通过促进和规范数字包容，政府将减少不平等，并确保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公民

都能积极参与。

政府可以通过让社会每个成员，特别是老年人使用可扩展的电子健康服务来降低预

防保健的成本。

应当制定政策和方案，鼓励经济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

• 行业和私营部门

行业将进入一个估计价值17万亿美元的市场。28通过了解开发和设计对所有人都可用

和可获得的产品和服务，私营部门将极大地扩展其客户关系。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变老。

28  https:// www .itu .int/ en/ myitu/ News/ 2020/ 08/ 11/ 14/ 28/ Technology -for -All -Global -Coalition -on -Aging -WSIS

https://www.itu.int/en/myitu/News/2020/08/11/14/28/Technology-for-All-Global-Coalition-on-Aging-W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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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行业必须学会使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如果用简单而非技术术

语来解释技术，老年人更有可能采用技术。需要向这些客户解释和描述从一种服务到下

一代服务的演变。也许设备附带的带有可视图形的用户手册会有助于解决问题。

设计人员和开发商应该考虑到年龄相关的条件可能会成为阻碍应用的障碍。在设计

新产品和服务时，必须考虑无障碍准则。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开展有关隐私和安全问题的宣传活动，这对营造数字世界的可信

任环境至关重要。

• 学术界

参与终身学习对一系列健康结果产生影响：福祉；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和康复；以

及应对潜在压力环境的能力，包括慢性疾病和残疾的发生和发展。

大学可以为成人学习者提供课程。如今，使用数字平台可以降低这类课程的成本。

不同背景和经历的老年人也可以结对互训和提供培训课程。

学术界可已从教育入手改变人们的观念，对学生施加影响，使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具

有包容性。

学术界在开发新型信通技术解决方案以实现全民数字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2 政策建议摘要

根据健康老龄化议程，29并考虑到国际电联发展局提供的数字包容战略和政策建议，

所有成员国应考虑以下政策建议，确保使用包容性和无障碍的信通技术来促进这一不断

增长的人口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修订现有的信通技术政策、立法和条例，促进信通技术的使用和普及。

• 就使用战略的制定征求老龄人的意见。

• 采用信通技术无障碍技术和服务质量标准，保证具有与年龄相关的感官和认知条件

的老年人使用技术。

• 增加和修订关键的信通技术立法定义，促进信通技术的使用和可及性。

• 修改普遍接入/服务法律和监管框架，将老年人使用信通技术和无障碍作为普遍接

入/服务和普遍接入/服务基金的明确目标。

• 确保服务质量要求考虑到老龄人口的具体需求，包括使用技术性不强的语言描述产

品和服务。

• 修订紧急通信的法律框架，确保老龄人口对紧急服务的使用及其可获得性。

29 https:// www .who .int/ docs/ default -source/ 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final -decade -proposal/ decade -proposal 
-final -apr2020 -en .pdf ?sfvrsn = b4b75ebc _5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decade-of-healthy-ageing/final-decade-proposal/decade-proposal-final-apr2020-en.pdf?sfvrsn=b4b75ebc_5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decade-of-healthy-ageing/final-decade-proposal/decade-proposal-final-apr2020-en.pdf?sfvrsn=b4b75ebc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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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老年人组织委员会，制定与信通技术可用性、无障碍和适用性相关的标准。支

持将老年人的声音，特别是被剥夺权利和边缘化群体的声音纳入多部门和多利益攸

关方的平台、进程和对话。信通技术对于促进这一进程至关重要。

• 在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建立或扩大多部门机制，促进信通技术用于健康老龄

化。

• 促进和发展国家和/或国家以下各级的关爱老年人的城市和社区方案，并让社区、

老年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设计这些方案。

• 积累关于年龄和老龄化的知识和理解，并促进关于使用信通技术的代际对话、学习

和合作。

• 制定方案和政策，保证在以下领域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及辅助技术：

o 可持续的行动能力；

o 为休闲和社会活动提供机会，促进包容、参与并减少孤独和社会隔离；

o 努力提高金融和数字素养，支持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保障，保护老年人，特别

是妇女免于贫困，包括通过获得充分的社会保护；

o 终身学习的机会，尤其是老年妇女；

o 促进年龄多样化，改善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并帮助个人延长体面工作的工

作寿命，包括通过支持再培训和协助寻找工作；

o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综合健康和社会照顾，包括对痴呆症患者的照顾；和

o 提高健康素养和自我管理的服务，增加身体活动、良好营养和口腔健康的机会。

• 监控和评估实施有效措施的行动。

• 营造无障碍和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

如果考虑到通用设计，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在创造无障碍、包容和对年龄友好的数

字环境和社区方面发挥根本作用。信通技术可以进一步使每个人过上健康和积极的晚年

生活，参与社会并为社会做出更长时间的社会经济贡献，从而增强所有人充分生活的能

力。

4.3 资源

国际电联发展司提供了诸多资源，帮助成员国理解数字包容、数字技能和信通技术

的可及性。

来自国际电联

• 国际电联发展司在信通技术无障碍方面的工作

• 数字技能工具包

https://www.itu.int/itu-d/sites/digital-inclusion/
https://www.itu.int/en/ITU-D/Digital-Inclusion/Documents/ITU%20Digital%20Skills%20Toolk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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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际电联发展司：信通技术无障碍培训课程和知识开发

• 信通技术无障碍：包容性通信的关键 – 自修在线培训

• 网络无障碍：包容性数字社会的基石 – 自修在线课程

• 信通技术无障碍政策示范报告

• 建设包容性数字社区：国际电联信通技术无障碍实施工具包和自我评估

https://academy.itu.int/training-courses/full-catalogue/ict-accessibility-key-inclusive-communication#:~:text=ICT%20Accessibility%3A%20The%20Key%20to%20Inclusive%20Communication%3F,trends%20and%20public%20procurement%20rules.
https://www.itu.int/en/ITU-D/Digital-Inclusion/Persons-with-Disabilities/Pages/Web-Accessibility-Cornerstone-Training.aspx#:~:text=%E2%80%9CWeb%20Accessibility%20%E2%80%93%20the%20Cornerstone%20of,stakeholders%20and%20other%20relevant%20parties.
https://www.itu.int/en/ITU-D/Digital-Inclusion/Pages/Digital_Inclusion_Resources/Model_ICT_Accessibility_Policy.aspx
https://www.itu.int/pub/D-PHCB-TOOLKIT.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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