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人安心老去的社区
社区适老化国际案例研究 （ 节 选 ）

全世界都在变老。

旧的社区如何改造？新的社区如何适老？



概 述

全世界的老龄化都在加速。

如何让老人和所有人在未来住得更舒心？

旧的社区如何改造，新的社区如何适老？

• 「可以安心老去的社区」是一个案例集，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在“适老”方向上有借鉴意义的

社区，扫描尽可能全面的外文资料，解析这些社区如何构建便捷、安全、舒心的安老所在。

• 「可以安心老去的社区」也是畅想集，我们了解到，虽然这些国际优秀社区在“适老”上成绩斐然，

但大多却并非采用数字化的方法来建设与改造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刻意寻找那些采用数字技术的社

区）。在中国这样一个数字应用非常发达的社会下，我们希望探索能否借助数字科技的力量为“社

区适老化”节本增效；所以基于我们对科技产品与服务的了解，本文也进行了诸多讨论。



日 本

日本藤泽智慧城：

物联网泛在的适老社区

日本丰四季台社区：

老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安心住下

德 国

德国利多多代屋：

连接有价值

理念可持续

标杆可复制

新加坡

新加坡红山乐龄安全区：

让老年人可以走慢点

社区适老化国际案例研究 （ 节 选 ）

上篇按照国家作分类，日本、德国、新加坡在社区适老化的实践上展现了鲜明的社会文化特色，且

他们的实践对数字科技的应用颇有启发，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三个国家的四个社区进行分析与畅想。



防灾报警，电力中断也能到达

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可以通
过电视系统收到防灾报警。即
便信息终端遇到电力中断，社
区也会提供独立警报服务。

为老人带来富士山的微风

房屋宽度不低于16米，只允
许不遮挡阳光。通过对太阳
能的能源进行创造、存储和
再利用，让使整个房子变得
舒适和环保。

从医疗到康复的全程服务

建立“本地综合护理系统”，
为住院后回家的患者继续无
缝地提供医疗、护理、养老
和药学服务。

为独行老人提前传输光明

不必等人走到路灯附近，连
接着无线网络的摄像头就能
识别到并提前传输灯光，为
独行老人照亮比脚下更远一
点的地方。

01 日本藤泽：
物联网泛在的适老社区



藤泽的适老化路线：
合理且深度应用物联网，将智慧家居、智慧社区、线下医护资源整合起来

• 感知层：利用传感设备完成老年人身体数据的
采集、过滤、聚合。

• 网络层：从智能能源、无障碍出行、社区安全
智慧诊所、便利联系这 5个方面建构社区网络。

• 应用层：从智能家居系统、智能环境系统、智
能安防和智能照护 4个方面辅助老年人生活。



02 丰四季台社区：
任何时候都能安心住下

丰四季台社区是一个在旧社区的基础上做改

造，使之适应老人居住的综合性社区。

旧 区 改 造

7 5岁以上占 4 0 . 6 %；其中，日常生活需支
援及照护者 1 0 %，被认定为需照护 4、 5级
者（生活无法自理） 1 5 %。

高龄 /失能比例高



帮助老人恢复工作能力

让老人拥有重新工作的选择权，
湿他们不会因为退休而形成孤
立的生活境况。同时，老年人
因长期生活于当地，有着丰富
的社会经验、知识和技能，是
该地区成熟的人力资本。

在地终老Aging in Place

推动访问医疗，鼓励高龄者
劳动和终生学习，推动24小
时高龄者服务住宅，完善与
老龄者所有与行动相关的事
宜，提供生活服务，强化健
康养成与照护。

统筹中小医养资源

摈弃设立大型医疗机构以接
受更多病患的做法，而是通
过信息管理形成一个与社区
密切结合的医疗服务面，设
立上门照护站，强化居家医
疗的上门服务功能。

让老中青幼生活在一起

并非在改造后只允许老人居
住，而是注重调试商业、住
宿、公共服务的比例，使社
区适宜老人生活的同时也适
宜年轻人居住，让适老型社
区更充满活力。

丰四季台：
旧社区适老改造示范



8%
仅有8%的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

即便是老伴逝世或者分离，也

有33.6%的老人选择自己独居。

德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1.7%，且随着战后婴儿潮的
德国人开始步入老年期，老龄化速度还在进一步加速。

在中国比较主流的血缘代际养老无法满足德国社会与公众的
需求。大部分德国老人都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家中安老，只有
到生活无法自理的境地，才会考虑住养老院。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强调代际平等的“互助养老”社
区在德国应运而生。

德 国 背 景



201803 德国利多多代屋：对文化变迁的尊重和坦率

——“多代屋”的核心内容是构建无血缘关系的多代居民共同生活的场所，
所以在中文的语境里，它更加接近“社区”的概念。

虽然在现在看来，“多代屋”是社区适老化改革的一种有益的创新，但
是在它设立之初也曾饱受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质疑——指责其对传统家庭
文化构成了破坏。

然而德国联邦家庭事务和老年部却非常坚定地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项目
的信心——他们对德国社会涌现出的新思潮与新文化非常地理性、坦
率和尊重，并始终把老年人自身需求放在第一位。

2006年推出

2012年建立社区中心

每个城镇
里至少有
一家



政府不参与社区运营

但保留监督与管理权

新成员经考察入住

保障社区文化不被稀释

利多多代屋：

好理念的背后是无数的魔鬼细节

利多（Ledo）多代屋建于2009年，是科隆市

目前规模最大的住宅型多代屋。该社区共有

94名居民。社区居民构成复杂，涵盖了各年

龄段的多个社会群体，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

人约占34%。

利多多代屋的社区目标是：不仅鼓励不同年

龄段的居民共同生活，同时鼓励残疾居民与

健全居民共同生活。

社团与公益相关联

社区价值理念进一步沉淀

0 1

0 2

0 3



数字科技能不能成为利多模式的

一个“助攻”，从而为我们国内社

区的适老化创新提供新动力？

科技
视角



技术可使代际连
接更高效；

——

但，如何使连
接更有价值？

技术可助代际
交往破壁；

——

但，如何帮
助维系社区
理念可持续？

技术可助单个社
区成为标杆；

——

但，如何帮助
适老经验走向
全国？

数字科技介入社区适老化的灵魂三问



2020年新加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居
民占比15.2%，过去十年间老龄人口增速在日本、韩国
和中国之上。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发现，老年人相关的交通事故持续高发，且发生地多
为居住区内。因此，新加坡从2014年起启动“乐龄安全
区”（Silver Zone）项目，根据情况改进公路设施，为
年长者打造更安全和方便的出行环境，鼓励他们保持
活跃生活。

更多介绍：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928699121254472&wfr=spider&for=pc

新 加 坡 背 景



04 红山乐龄安全区

从 2 0 1 4年起，新加坡陆交局开始在年
长者比率较高的住宅区设乐龄安全区，
而红山乐龄安全区是其最早试点的 5个
区域之一。

红山乐龄安全区的车辆平均降速约 1 5 %，
涉及老年行人的交通意外事故数量更
是下降了 8 0 % 。



更长的绿灯与更体贴的安全岛

在较宽的道路中心设置安全
岛”，使行动能力较弱的老人
分两次横越马路，增加途中休
息、观察应对的时间。人行道
绿灯时间根据老人过街时长专
门做了调整，设置了更长的人
行道绿灯时间。

软硬兼施敦促车辆限速

永久调低乐龄安全区的车速
限制，从每小时40公里调低
至每小时30公里。对车行道
的平面、剖面及附属设施进
行了多方位改造，如设置弯
曲路、微环岛、减速带等 。

把出行适老延伸至生活区

给公交候车椅设置扶手，为地
面井盖等金属表面进行防滑处
理。在半失能老人密集区域，
乐龄安全区通过设置路面起拱，
巧妙地消除了路缘石的高差，
保证轮椅通行。马路前后设置
了局部盲道地面和眼睛型的
Look标识，兼顾老年人感官知
觉老化。

让一块地拥有更多的功能

将区域内地块单一的居住属
性调整为多功能用地，并改
扩建了商业、餐饮等社区生
活服务设施，从源头上避免
了老年人多次跨越机动车道
路的长距离出行，又增加了
社区活力 。

红山安全区：
让老人可以安心出行



出行适老的本质
是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化

英国卡迪夫地区的传统社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发现由于公共交通
站点多集中在社区边缘，居住在社区内部的老年人比社区外围的老
年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出行；此外，由于火车和地铁站内部缺乏
无障碍设施，老年人往往较难使用轨道交通，而私家车出行相对费
用更高，对低收入家庭或者身体残疾的老年人又可能造成新的不平
等。

交通规则与城市功能布局已然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方式。在老龄
化社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出行适老对于个体与社会的意
义，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数字科技如何助力社区老人

安心出行？

科技
视角



助力更智慧的柔性化限速

智能红绿灯，延长老人步行时间，结合交通大
数据，推测老人密集时间与区域

助力老人在意外中第一时间获救

用计算机视觉的方式识别老人跌倒，老人自身
手机也可以监测跌倒，两者结合可更精准定位
及时通知附近医疗机构给予第一时间救治。

数字科技
如何助力社区老人安心出行？

中国国土面积大，各地经济社会状况不一，

老年人居住情况更为复杂，除了福利分房

时代建成的老小区，还有大量的商品房和

农村房屋。

如何借助科技产品与服务，在老人住所更

分散的中国社区，助力出行适老化的创新

和改造呢？

智能问路的实体机器人

大数据亦可以推算出老人最容易走错的路，
设置交警模样的实体机器人，给老人提供
智能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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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在扫描地域分类后，「可以安心老去的社区」
下一步将按照相关主题进行案例分析，如为照
护失智老人方面提供经验借鉴的社区，如采纳
并延续志愿者服务的社区等等。



关于我们 …

腾讯研究院，是腾讯公司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旨在依托腾讯公司多

元的产品、丰富的案例和海量的数据，围绕产业发展的焦点问题，通过开

放合作的研究平台，汇集各界智慧，共同推动互联网产业健康、有序的发

展。

陆诗雨，人文科技研究者，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专业硕士业界导师，从事科技适老与助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等方向研

究，撰写《吾老之域》《社交的尺度》等书籍和报告，创办S-Tech工作室，

长期致力于将“人的视角”引入科技发展的语境中，探索科技向善的行动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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