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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老舊的
「老年觀念」
米白色
撰文 柯夫林（Joseph F. Coughlin）
插圖 魏里索（George Wylesol）
翻譯 連育德

放眼未來數 10 年，人類已經知道將會面臨哪些天人交戰的變
動，包括氣候變遷、人工智慧崛起、基因編輯革命等等，皆成為已
知數，但後續衝擊最能夠預測的一項轉變，莫過於全球老化。自
1900年至今，工業經濟體的預期壽命增加逾30年。人類史上也首度

出現 65 歲以上人口多於 5 歲以下人口的現象，原因包括壽命增加、
生育力低落、嬰兒潮高齡化等等。這些趨勢1個世代接著1個世代醞
釀，人口統計學家也能夠提前幾10年描繪出走勢。
然而，我們卻無力應對未來這些苦果。
我們的經濟、社會、制度與科技都沒有做好準備。無論是產業
或政府部門，美國許多雇主正面臨所謂的「退休人才流失」，也就
是經驗豐富的員工離開關鍵職位。此外，儘管失業率目前達 50 年
新低，但失業年長者卻不易找到好工作。即便是有長期工作的年長
者，有一半在計劃退休年齡前就被逼退。半數美國民眾的財務不足
以應付退休所需，另有25%的人表示要一直工作下去，仰賴政府退
休金制度不會更好。
隨著老年人口增加，又不便開車，公共運輸系統也將面臨運能
不足的窘境，儘管大都市以外的地區比較不會如此，但有沒有大眾
運輸工具又是個問題。美國的專業老人照護業者亦出現短缺，隨著
需求增加，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此外，婦女為了照顧年邁雙親，
或降低工作時間，或毅然離職，導致「非正式」老人照護每年造成
的機會成本高達5,22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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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這些問題有可能不難解決。舉個

銀髮族的需求與多數銀髮族產品存在預期落

奇特的現象為例，雇主面臨退休危機的同時，

差，這種現象可不能等閒視之。如果有年長者需

許多年長者卻必須對抗年齡歧視，證明自己的

要配戴助聽器，市面上卻找不到值得買的產品，

價值，就好比一邊有森林大火，一邊卻是滂沱

自然會嚴重影響生活品質，時間久了更可能導致

大雨。又或者，招募年長者能避免社會安全制

心理封閉、身體有受傷的危險。

度與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破產，但社會
偏偏要增加年長者求職的障礙。

但會有預期落差，同樣也是個很奇怪的現
象。銀髮族產品為何常常又大台、又沒顏色、又

我所主持的麻省理工學院老化實驗室（MIT

單調？熟齡人口不是沒有錢。50歲以上的人口占

AgeLab ），鎖定其中一個矛盾現象：針對銀髮

美國家庭財富的83%，2015年的消費金額高於50

族研發的產品，往往不是他們所想要的，現實

歲以下的人口：如果算入下游效應的話，他們貢

和需求存在龐大落差。例如，需要帶助聽器的

獻了近 8 兆美元的經濟活動。確實，老年人口也

人當中，只有2成會買相關產品；年齡逾65歲以

有財富分布不均的問題，但如果市面上存在更好

上的人口，只有2%使用個人緊急救援（Personal

的銀髮族產品，相信高財力的族群會踴躍購買，

Emergency Response ）科技產品，又例如現

但事實並非如此。（近期有幾個例外，稍後討

在有只要一按鈕就能撥打求救電話的穿戴式裝

論。）

置，就算安裝這種裝置，到了跌倒非常嚴重的

有人會說，重點是老人家不會使用科技產

時刻，許多人（甚至可說是大多數人）還是堅

品。這種刻板印象在2000年可能還成立，因為當

持不按鈕。回顧過去，這樣的不及格產品無所

時在65歲以上的美國民眾當中，只有14%使用網

不在，熟齡汽車、混合食品、超大型手機皆榜

路，但現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同年齡層有73%

上有名。

的人會上網，有半數擁有智慧型手機。

不管是哪一種產品，產品設計師以為自

這麼說來，預期落差應該自然而然會弭平才

己了解熟齡市場的需求，卻低估了這群消費者

對。如果各位讀者認為，只要有足夠的需求，市

不喜歡給人「老」的印象，會對這類產品敬

場通常遲早會解決供需失衡的問題，那麼究竟是

而遠之。畢竟，只有「老人家」才需要配戴個

什麼原因，讓銀髮族的預期落差長年無解？

人緊急救援項鍊；而正如皮尤研究中心（ Pew

別擔心，這個問題有個自然的解釋，若能掌

Research Center ）所報導， 75 歲以上的人口中

握其中的線索，就能化問題為轉機，解決全球老

僅有35%會覺得自己「老」。

化的許多矛盾問題。

不妨請年輕設計師站在銀髮消費者的角度思考一下，
老化實驗室即為此特別設計出一套老化模擬服。
但易地而處只是第一步，
無法讓設計師洞察到熟齡消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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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專家，希望從員工身上擠出多

「黃金歲月」大騙局

一點生產力。生命能量低的年長員
產品與消費者期待存在落差，

工，便淪為公司想當然爾鎖定的目

雇主與熟齡員工的想法有出入，銀髮

標。效率專家艾默生（ Harrington

族對「老年」的觀念與自我認知不一

Emerson）於1909年曾說，一家企

樣，這些現象的原因很簡單：傳統的

業如果讓最年長的員工退休，能夠

「老年」觀念，其實是後人編造的。

「由上而下營造出一股生機。」

隨著年紀增長，身體免不了會出

影響所及，美國運通（ American

現各種病痛，而且人終究一死。雖然

Express ）在 1875 年率先推出私人

這些都是事實，但我們代代相傳了不

年金計劃，類似產品也在之後幾10

正確的老年觀念，事實與觀念的差距太大、存在

年快速成長。有些雇主提供退休金計劃，確實是

太久，才會造成期待落差等等現象。

出自於一片善意，希望照顧不願退休而退休的員

200年前，沒有人把「老年」看成是需要

解決的人口問題，後來卻變了，一來是當初的

工，但這樣也能讓經理人在道德上站得住腳，才
能解聘已達退休年齡的年長者。

錯誤科學所使然，一來制度建立（ Institution

到了 1910 年代，老年是需要大規模行動才

Building ）的力道方興未艾。 19 世紀上半葉的醫

能解決的問題，已成了社會共識。 1909 到 1915

生（尤其是英國與美國）認為，人之所以會邁入

年間，美國首度出現聯邦層級退休金法案、州級

生理老年，是因為體內一種稱為「生命能量」

全民退休金、高齡公共委員會等等，也有一項以

（ Vital Energy ）的物質沒有了，這種物質就像

年長人口經濟狀況為主題的大型調查。1909年，

電池的電力一樣，這輩子透過身體的活動而逐漸

醫界首度提出「老年醫學」（Geriatrics）一詞；

消耗，永遠無法補充。病患如果出現白頭髮、更

1914年，第一本老人醫學參考書出版。或許最能

年期等等主要的老化跡象，醫生只懂得建議人減

捕捉當代氣氛的，是1911年名導格里菲斯（D.W.

少活動。「如果死亡是因為人的精力耗盡，那人

Griffith ；他的種族歧視亦令人詬病）的一部電

的目標就是不計代價維持精力，」歷史學家凱

影，內容講述有個老邁木匠的工作被年輕人搶

洛．荷伯（Carole Haber）於1994年出版的《老

走，生活窮途潦倒。電影名稱是：《我們該對老

年與追求安全》（ Old Age and the Search for

人怎麼辦？》（What Shall We Do With Our Old，

Security，暫譯）表示：「吃對的食物、穿適合的

暫譯）。

衣服、做或不做某些活動。」性與勞動都被視為
是特別耗費體力的活動。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現代的老年觀
念已經打了一半基礎，亦即：年長者是亟需協助

到了1860年代，現代病理學觀念在歐洲大陸

的人口族群。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另一半的

興起，逐漸取代「生命能量」的概念，最終傳到

老年觀念才建立起來，也就是老年是人生的「黃

美國與英國。但與此同時，社會與經濟出現一連

金歲月」。這要歸功於戴偉（ Del Webb ）建設

串發展，使得舊有的老年觀念保存下來，仍舊把

公司為了行銷位於亞利桑那州的退休聖地「太陽

老年視為一段需要消極休息的人生時期。

城」（ Sun City ），而想出的行銷噱頭。把退休

隨著工作場合日益機械化，效率成為新的口

勾勒成黃金歲月，退休就不再是老闆逼走你的壞

號。到了20世紀，各地的辦公室與工廠紛紛冒出

事，而是辛苦工作一輩子後的自我獎勵。隨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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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與休閒逐漸劃上等號，完整的老年觀念在20世

口當中，約有87%說他們希望在自己家裡養老。

紀成形：如果你不需要繼續賺錢、不需要有人幫

但為了改寫大家對老年的觀念，不能只調整

忙料理生活、不需要看醫生，那你一定想要輕鬆

產品功能，更重要的是產品訴求。我可以寫 100

過生活，花大錢享受人生。

篇社論讚揚銀髮族的美德，就算這樣能正面改變

「想要」與「需要」都定義好了，讓人有老

社會觀感，但如果有一個產品把大家都當小孩看

年觀念面面俱到的印象，殊不知，這是在為年長

待，也是徒然。企業打造出一個產品，卻把銀髮

人口貼上標籤。老，等於只能接受，不能給予；

族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每個人會立刻放在心

只能消費，不事生產。

裡，甚至連想都不用想。
受到銀髮族產品的影響，過度簡化的老年觀

產品造成刻板印象

念形成惡性循環，延續了好幾10年。為什麼會這
樣呢？從老年衍生出的產品經濟，加深了社會大

這股營造出來的老年觀念延續至今，最明顯

眾認為銀髮族是被動消費者的印象。這時如果有

的地方之一在於銀髮族產品，往往不是訴求「需

位年長者應徵工作，可能會面臨「他是消費者，

要」就是「想要」。因為需要，所以有助行器、

不是生產者」的職場氛圍，也就是所謂的年齡歧

藥物、提醒吃藥的手機軟體；因為想要，所以有

視。影響所及，他縱使辛苦累積出豐富的人生閱

遊輪度假、佳餚美酒、高爾夫球場會費。

歷，企業要研發先進產品時，很少會想到要借重

當然，人生絕對不是只有物質消費而已，但

他的經驗，尤其是打造影響未來生活的高科技產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一點：想要打造一個更好更久

品時。在沒有年長者的觀點之下，少數願意屈就

的熟齡生活，應該要從更好的產品著手，更何況

設計銀髮族產品的設計師，不知不覺還是訴諸社

可以把「產品」廣義解釋成社會提供給民眾的所

會氛圍，推出把老年觀念過度簡化的產品，因此

有事物，例如電子產品、食品、交通建設等等。

不斷惡性循環下去。

簡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簡訊的發明原
本鎖定愛八卦的青少年，卻成為聽障人士的福
音。這類發明也是老化實驗室所謂的超越型設計
（ Transcendent Design ），放眼更大的市場之
際，同時也照顧到銀髮族的基本需求。電動車庫
門也是一例，設計初衷是要輔助無法抬起厚重木
門的人，由於實在太方便，最後愈來愈普及。
現在漸成風潮的「聽戴式裝置」（Hearables）標榜各種新功能，可以即時翻譯，也可以

增強部份環境音，最終有可能讓年長者戴助聽器
時不再難為情。同時，共享經濟能夠提供個人服
務，不必像以前要住在養生村才有。如果打手機
就能找到人幫忙運送生鮮雜貨、做家事、載你出
門，年長者甚至有可能延後搬進養老院或養生村
的時間，這樣也可能省下更多錢。65歲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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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佳員工。

從老年衍生出的產品經濟，
加深了社會大眾認為銀髮族是被動消費者的印象。
這時如果有位年長者應徵工作，可能會面臨
「他是消費者，不是生產者」的職場氛圍，
也就是所謂的年齡歧視。

修正傳統思維

30 、 40 幾歲的人不重要，但一定不是壞事。我

甚至覺得，如果大家重新更實際地看待老年，或
說自由市場可能扭曲現實的學者，我絕對

許能激勵年輕人與走到職涯中場的中壯年進一步

不是第一個，但目前的狀況很難得，我們可能可

儲蓄，為未來做準備，向雇主要求更好的退休福

以利用銀髮市場的力量，正面打擊老年迷思。畢

利。如此一來，大家儲蓄的目的，可能不再是為

竟，預期落差終究要被填補，原因很簡單，因為

了假想中那個老態龍鍾的自己，而是投資一個更

企業如果能夠因應銀髮市場的龐大需求，獲利自

精彩的自己。

然受惠。

我們怎麼過未來的生活，有很大程度取

高齡化的相關問題，當然無法全靠這點解

決於技術專家，尤其是研發消費商品的人。如

決。所得不均與種族不平等跟高齡化議題亦息息

果科技業能把銀髮族看成核心市場，而不是附

相關，值得堪憂。美國民眾當中，富人與白人備

屬族群，重新定義老年的工作就已經完成一大

妥退休資金的機率較高，亦更健康、更長壽。修

半。但眾所周知，科技業亦是年輕人的天下。

正一般人對年長者的觀念，並無法改善這些不平

不妨請年輕設計師站在銀髮消費者的角度思

等，但至少有機會降低年長者提早遭到解雇的現

考，老化實驗室為此特別設計出一套老化模擬

象，或讓他們找到薪資更好的工作。

服，但易地而處只是第一步，無法讓設計師洞

修正老年觀念，也無法解決美國中年族群
愈來愈常見的自殺現象，也就是所謂的「絕望

察到熟齡消費者的需求。所幸有個簡單的解決
方法：聘用年長員工。

致死」（ Death of Despair ）。但如果不把「老

這個原則適用科技業，放諸所有職場更是如

年」看成被動人生的黑暗期，而把它重新定義成

此。下次貴公司徵人的時候，如果你剛好翻到一

活躍、主動，甚至是第二春的階段，相信對中年

位年長應徵者的履歷，請認真看看。畢竟，我們

人的人生觀也有幫助。儘管說要改變人生最終章

有一天也會老，應該要為未來的自己拚一下。

的定義，但前幾個階段的觀念彼此發酵作用，要

全球老化或許已是大勢所趨，但傳統的「老

預測最後會有何影響，確實是不可能的任務。熟

年」觀念並非無法撼動。觀念是人定的，現在要

齡生活也能過得精彩，這個願景或許對正值20、

靠我們重新定義。

柯夫林是麻省理工學院老化實驗室主任，著有《銀光經濟》（The Longevity Economy）一書。
Copyright©2019, Technology Review. All Rights Reserved.

Industrial Technology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