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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年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 
佔台灣總⼈人⼝口12% 
老扶比為0.16  

(公式＝65up 老年年⼈人⼝口/ 15~64 壯年年⼈人⼝口)  

 也就是6.1個壯年年⼈人要扶養1名老⼈人 

2,832,839

[⾏行行政院主計處2015年年2⽉月⼈人⼝口資料] 



2025年年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 
佔台灣總⼈人⼝口20% 
老扶比為0.296  

(公式＝65up 老年年⼈人⼝口/ 15~64 壯年年⼈人⼝口)  

 也就是3.3個壯年年⼈人要扶養1名老⼈人 

4,752,000

[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至150年年）數據－中推計 103年年8⽉月] 



台灣機構照護⼈人員 
台籍約8,196    
外籍為5,147 

13,343

[2014.12.31 衛⽣生福利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197,800

[內政部移⺠民署 104年年1⽉月31⽇日 統計資料 ]

印尼160,318 
菲律律賓22,988 
越南13,593 
泰國899 

可能為照顧老⼈人或幼兒  
此統計並無細分 
無中國籍看護⼯工資料 



缺⼈人⼿手
是台灣⾯面對⾼高齡化社會的巨⼤大挑戰



67%增加的需求
增加本國照護⼈人員

增加外國照護⼈人員

更更好的照護效率

減少被照護的需求

年年輕族群愈來來愈少

東南亞各國也在⾼高齡化

因應台灣2015~2025年年，因⾼高齡⼈人⼝口增加

活得更更健康，更更⾃自主

更更好的科技，更更好的設計



Active ageing
helping people stay in charge of 

their own lives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as they age and, where 

possi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062&langId=en



http://www.aging2.com/about/



⾯面對社會⾼高齡化， 
不是⼀一直要提供更更好的照護 
⽽而是努⼒力力建立⼀一個 
能夠同時⽀支撐幼年年、成年年、老年年的全齡友善環境 
並⽤用更更好的科技，細⼼心的設計，減少對照護者的依賴



我們該培養

Aging 2.0
跨領域⼈人才

Opportunity

Health, Wellness and Lifestyle

Design for All

Entrepreneurship 

Aging in Community

Business-Driven

Redeflect and Redefine



T型⼈人才⼯工作坊 智齡設計
2010-2014 2015-2019

2 days

Workshop Course

2 semesters

2 professors 8-12 professors

8 credits1 credits

Experience interprofessional 
design process

Learn how to work in an 
interprofessional team



T型⼈人才⼯工作坊 智齡設計
2010-2014 2015-2019

2 days

Workshop Course

2 semesters

2 professors 8-12 professors

8 credits1 credits

Experience interprofessional 
design process

Learn how to work in an 
interprofessional team









Ｔ型⼈人才⼯工作坊

跨領域，雙教師（問題×解法）
雙週六⼯工作坊（跨校、跨系所）
學⽣生跨域、異異質編組
專題製作，實體成果



Preworkshop 學習操作電⼦子積⽊木 (3hr)



跨領域基礎學習、體驗老化 (3hr)



團隊討論、設計發想 (2hr)



動⼿手做中設計思考、找尋解決⽅方法 (2hr)



模型製作、展⽰示解決問題與⽅方法 (1hr)



進入傳統舊公寓、反芻解決⽅方案 (6hr)



因應現況，修正解決⽅方案 (6hr)



情境模擬，表現解決⽅方案 (2hr)



以電⼦子積⽊木Prototype呈現解決⽅方案 (2hr)



講師、評審給予回饋 (2hr)



透過Ｔ型⼈人才⼯工作坊的創新教學模式，培養跨領域⼈人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no_cZfgt0&noredirect=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no_cZfgt0

T型⼈人才⼯工作坊
活絡腦⼒力力×銀髮科技
2014/5/17、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no_cZfgt0


T型⼈人才⼯工作坊 智齡設計
2010-2014 2015-2019

2 days

Workshop Course

2 semesters

2 professors 8-12 professors 
3-5 companies

8 credits1 credits

Experience interprofessional 
design process

Learn how to work in an 
interprofessional team





跨域教師團隊， 
廠商產學共授； 
團隊動⼿手實作， 
做中錯錯中學； 
培育創新⼈人才， 
志在智齡設計。

產學EDU-智齡設計 



奧圖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知博有限公司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淡江⼤大學
裕隆隆集團 
財團法⼈人吳舜⽂文⼯工商發展策進會 

國立台灣⼤大學 

⼤大同⼤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世新⼤大學 



跨 域 教 師 群







將現有負壓機操作模式

⽤用APP取代，最⼤大特⾊色
是傷⼝口掃描功能，更更精

確記錄⾃自⼰己傷⼝口復原情

況，甚⾄至可透過APP與
醫療端做連結。

Howbang2



Wearless Fessdog

改良NPWT（傷⼝口負壓治療
機）的設計，不僅簡化使⽤用者
操作介⾯面，並提⾼高攜帶性，只
需要穿上舒適的背⼼心，就能帶
著NPWT輕鬆出⾨門。



                   ～智齡聯聯盟三創競賽獲獎～ 
              ◎轉⼼心：創新組優勝   

                  ◎轉⼼心：創新組最佳科技導入獎

轉⼼心以現代科技設計，設置準

確的偵測技術，偵測出疲勞或

焦躁情緒的訊號，讓被情緒或

疲勞所波動的開⾞車車族，達到情

緒緩解與轉移注意⼒力力的效果。 



De Bone 嗡翁出走藉由實體走

透透的⼤大富翁遊戲，

到各個店家闖關。除

了了增加輪輪椅使⽤用者和

⼀一般⺠民眾互動接觸的

機會之外，也提供輪輪

椅族群，完整規劃出

遊的路路線與叫⾞車車服務。



運⽤用彈⼒力力繩，輔以清楚的影片輔

導動作，讓長者可⾃自由的進⾏行行⾃自

主運動之外，同時利利⽤用智能感測

器加入互動式遊戲如回憶拼圖、

拉霸等，不僅加強長者⾝身體機能

同時也照顧了了老⼈人⼼心理理的健康。

～智齡聯聯盟三創競賽獲獎～ 
◎拉拉land：創意組優勝獎



教師
跨域教學，老師成長很多，	
但必須放下專業虛心學習



團隊
學生享受跨域學習， 
但團隊發展、深度合作、衝突處理	
是成功的關鍵，也是教學重點



要創造複雜環境，	
讓學生習慣用手思考，	
樂於擁抱不確定，處理複雜議題

環境



跨域教學不是教知識，而是創造
各種深刻、持續發酵的經驗，足
以改變學生的思想、態度與行為

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