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第⼀一本全⾯面探討熟齡議題的⽣生活⽉月刊。泰電電業在2002 
轉投資出版事業，2012創辦熟年誌⽉月刊跨⾜足銀髮商品的銷售

Life Plus 熟年誌



熟年優雅學院
太雅出版社總編輯｜張芳玲
引進⽇日本熟年優雅⽣生活創辦者津端修⼀一、津端英⼦子的系列出版與活動

張芳玲，1967年⽣生。25歲開始當總編輯，從當總編
輯開始就⼀一直想轉⾏行。兩度從⾼高薪職位出⾛走，⼀一次
是為遊學，⼀一次是為愛情。⼗十⼆二年職場⽣生涯，沒有
讓她學會中庸之道，也沒有將她軟化成務實保守的
⾼高級主管。除了上班，也⼀一直擁有NSD⼯工作室，她
說「年過三⼗十以後，能妥協的事情越來越少，唯有
隨時保持可以失業的⾃自由，才能做⾃自⼰己。」⺫⽬目前也
是統⼀一企業發⾏行⼗十餘萬份刊物「7-WATCH」主編。

積存時間的⽣生活
ききがたり ときをためる暮らし
作者：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水野惠美⼦子/採訪  
譯者：李毓昭
出版社：太雅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8/01



2015/07/07 信義誠品/新書發表會

現象
• 500⾴頁的⼤大部頭歷史書成為暢銷書，《躁動的帝國》《⼤大漠，遊牧⺠民族的世界史》、《隱密的中國》
• 周間午後，新書發表會⼤大爆滿，擠滿⽩白髮書⽣生
• 兩性愛情、職場成功學、勵志激勵類型銷售⼤大衰退

商機
• 版⾯面偏⼤大的字型、寬鬆的排版、疏鬆的紙質、質感⾼高雅的設計
• 熟年世代為主⾓角的愛情⼩小說、慢遊主題旅遊書
• 熟年新作家
• 書店動線改造

出版業



· 樂齡網為台灣第⼀一個銀髮專屬電⼦子商務平台
· 2007年台⼤大EMBA同學集資成⽴立，資本800萬元
· 網路電商、傳真訂購、email+ Paypal (海外客⼾戶)、實體店⾯面
· 台北市⼤大安區、⽂文⼭山區、新⽵竹、⾼高雄等六個店⾯面
· 網站超過 3000種商品
· 徵集加盟

電⼦子商務



虔伯斯⾯面臨退休時，決定創⽴立⼀一個⾞車貸諮詢公司，堅持公平交易，推薦負擔得
起⼜又符合需求的⾞車款，申請更低利的⾞車貸。新公司設⽴立以來，虔伯斯已經承作
了1000萬美元的⾞車貸，平均為每位客⼈人省下7000 美元的⾞車貸⾦金額。
因虔伯斯轉介的貸款⼈人還款狀況更佳，銀⾏行也⼤大受益。虔伯斯每年仍能獲得好
年薪（七萬兩千美元），但年薪不是吸引他的原因，他說：「重點是這麼做改
善了⼤大家的⽣生活。」讓客⼈人買得起可靠的交通⼯工具，等於是幫他們保住⼯工作，
也建⽴立優良信⽤用。

⾦金融顧問業

熟年⼒力：屬於新世代的熟年⽣生涯規劃⼿手冊
With Purpose: Going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 in Work and Life

作者： 肯．戴科沃博⼠士、丹尼爾．凱德雷克/合著  
原⽂文作者：Ken Dychtwald、Daniel J. Kadlec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2/03/01



與年輕的社會企業結合



FlyingV 群眾募資計畫



⽼老⼈人陪伴– 瑪帛⾦金孫
讓思念被看⾒見，讓愛不再有距離－零學習電視視訊組「瑪帛任意⾨門」





• 永續台灣、永續地球
• 理財顧問
• 慢遊旅⾏行社
• 同學會顧問
• ⼆二次學習：第⼆二博⼠士學位
• 創業輔導
• 育成辦公室
• 第⼆二⼈人⽣生發展協會

• 安⻝⾷食：共⻝⾷食、銀髮友善餐廳、送餐服務 

• 寬宅：60+ 安⼼心住宅 

• 40禁婚紗攝影 

• 50+ 造型顧問 

• Match Makers 

• 2nd Opinion Doctors 

• 粉紅遺囑 

• 治喪委員會 

• ⼝口述歷史傳記 

還有甚麼可以做？



戰略執⾏行

8. 銀⾊色產業
⽇日本實例



2014年⽇日本銀髮產業市場規模 > 100兆⽇日圓



熟年族

⻑⾧長照

樂齡

橘⾊色商機

松年⼤大學

第⼆二⼈人⽣生

退⽽而不休族、銀髮族、⻑⾧長春(⽉月刊)、⼈人⽣生下半場、Senior Citizen

• 45歲 ~65歲，特別指有錢有閒，消費能⼒力⾼高的嬰兒潮世代
• ⽉月刊：熟年誌 http://www.lifeplus.com.tw
• 蘋果⽇日報有《熟蘋果》版、中國時報以前有《熟年周報》

• 2015/05/15 ⽴立法院三讀通過 《⻑⾧長期照顧服務法》
• 需要⾝身⼼心失能照護者

• 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樂齡⼤大學
• 樂齡網(號稱全台灣最⼤大的熟年商品⼊入⼝口網站) http://
www.ez66.com.tw/TW

• ⽇日本，如秋⽇日楓葉般燦爛的顏⾊色
• ⽼老⼈人不喜歡被稱為⽼老⼈人，所有名詞都必須避開⽼老化，展現未來、⽣生機

• 台北縣從 1998年開設，年滿 58歲以上，⺫⽬目前第18屆
• 第⼀一屆1700⼈人，2014年已經突破17,000 ⼈人

• 中年創業 / 理財 /⽣生活哲學

關於⽼老⼈人族群的總稱與定義

http://www.lifeplus.com.tw
http://www.lifeplus.com.tw
http://www.ez66.com.tw/TW
http://www.ez66.com.tw/TW
http://www.ez66.com.tw/TW
http://www.ez66.com.tw/TW


⽇日本⼗十⼤大⻯⿓龍頭企業積極發展熟年服務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司
TOYOTA 

Soft Bank

三菱⽇日聯⾦金融集團 

NTT DOCOMO

⽇日本電話電信
⽇日本菸草公司 

Honda 

SMBC 三井住友⾦金融
KDDI 電信
Mizuho 瑞穗⾦金融

熟年產品
銀髮族專⽤用汽⾞車
銀髮族專⽤用⼿手機
遺囑信託、遺產管理
樂樂⼿手機、熟年App

緊急呼叫中⼼心、免費電話諮詢
冷凍⻝⾷食品外送
結合輪椅的轎⾞車、助⾏行器
遺囑信託、遺產整理、終⽣生保險
智慧⼿手機操作課程
養⽼老、保險照護

APP



熟年友善要點 Senior- friendly Features

·儀表盤 Panel： 
無鑰匙進⼊入與啟動 keyless entry and ignition
⼤大儀表板配置 larger dashboard controls
⾃自動跟⾞車automatic tailgate closer
可消費性遮陽版 extendable sun visors
⼤大聲與溫控 larger audio and climate controls
⾼高對⽐比儀表板 high-contrast instrument panel
⼤大\感熱\廣⾓角的⾃自動調光器與低炫光後照鏡 large, heated, 
wide-angle, auto-dimming and low-glare power mirrors. 

·⼈人⼯工智能要點 A.I. Features：
⾃自動導航 Auto Pilot、⾏行為感應器 Behavior sensors

·座椅 Seats：
可調式發熱座椅 Heated, Power-adjustable seats
腰部⽀支撐 Lumbar support 

·⾨門 Doors：
低⾨門檻 low door threshold

·⽅方向盤指導 Wheel Steering：
厚\斜傾\望遠瞄準式⽅方向盤Thick tilt-and-telescoping 
steering wheel

銀髮族專⽤用汽⾞車 
⽇日本TOYOTA⾃自動⾞車原廠與⽇日本著名腦機能開發研究專家川島隆太與所
領導的⽇日本東北⼤大學未來科學技術研究中⼼心，共同研發能感知⽼老年⼈人⼤大
腦和⾝身⼼心狀態、預防⽼老年駕駛者發⽣生意外事故的「銀髮族專⽤用汽⾞車」。

「銀髮族專⽤用汽⾞車」將⾃自動儲存駕駛⼈人平⽇日⾏行⾞車的駕駛習慣，⽤用以檢測
和發現駕駛者油⾨門和換檔等操作異常，當⽼老年駕駛出現判斷⼒力與控制⼒力
異常狀況時，⾞車輛⾃自動感知並及時發出警告，可能介⼊入⾞車輛動⼒力輸出與
煞⾞車管理系統。



熟年友善家居
Senior- friendly Home ⾼高齡者《全輪椅屋》的改造



·悠閒之旅
· 每⽇日步⾏行 2⼩小時以內、下午四點進旅館、隨時可以上廁所

·無障礙之旅
· 全程無障礙確認、旅⾏行伴遊、⾏行前健康確認、照護分級同⾏行

·⾼高齡友善旅館
· 無障礙空間、⾼高齡適⽤用廁所與、⾼高齡料理菜單、基本醫療設施、照護分級同⾏行
 



·熟年伴侶仲介
 · 會員制，平均婚禮前的交往時間 5 個⽉月

·再婚婚禮 + 婚紗
 · ⾮非傳統紅毯式的婚禮
 · Event Party
 · 33 腰圍 vs 22 腰圍

·紀念⽇日喜宴
 · 量⾝身訂做的公關活動，與海外旅遊結合
 · ⽜牛⾞車喜宴、特殊項⺫⽬目的聚會

 



銀座第⼆二⼈人⽣生株式會社 
服務項⺫⽬目：
·辦公室出租
·創業顧問，公司設⽴立 (會計、⾏行政、法務)、企業簡介、
  名⽚片與形象設計、產品簡報
·網站設⽴立
·公關⾏行銷
·創業交流會

Web





既然要活到100歲
不要怕，勇敢向前衝

— 臥底投資⼈人
The Undercover Inves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