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5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發佈首個全州境內使用的「老年人服務  (AGING SERVICES)」 
移動設備應用程式  

 

全國首推應用程式將老年人及其家人與所在社區的重要服務與資訊緊密相連  
 

支持葛謨州長設立的目標，將紐約建設成為我國首個老年人友好州   
(Age-Friendly State)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發佈能夠在全州境內使用的、首個將老年人與其社

區中的寶貴資源和服務緊密相連的移動設備應用程式。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NYSOFA) 推出的「老年人服務」應用程式將為紐約

境內超過 370 萬老年人提供易於使用的有關福利、計畫和服務的資料，包括有關

保健與健康、住房和可選交通方式的資訊。本應用程式與  iOS 平臺和安卓 

(Android) 平臺相兼容。  

 

「新的應用程式確保紐約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可以獲取保持健康的資源與服務，並

與所在社區保持聯繫，」葛謨州長表示。「透過幫助老年人有尊嚴地獨立生活，我

們又再次使用了技術來將紐約建設得更加強大與健康。」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舉辦的「紐約老年人感謝日  (Older New 

Yorkers’ Appreciation Day)」的慶祝活動上宣佈發佈「老年人服務」應用程式時指

出：「老年人終其一生都在建設紐約、為社區和鄰里服務，他們還在繼續為我們

州、我們的社會做出巨大貢獻。有了這個應用程式，我們將確保他們能夠得到所需

支持，應對年老體衰所帶來的挑戰，並能夠繼續保持獨立，享受美滿爾健康的生

活。」  

 

「老年人服務」應用程式屬於州長推出的總體目標中的一環，旨在按照世界衛生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和美國退休者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 提出的八個「老年人友好／宜居社區領域  (Age 

Friendly/Livable Community Domains)」將紐約州建設成為我國首個最為健康的老年

人友好州。被設計成和認定為老年人友好的社區是可以促進老年人和任何年齡段的

人員享受健康老齡化的社區。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nys-aging/id1220542271?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gov.ny.its.NYSAging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gov.ny.its.NYSAging


 

本應用程式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為紐約老年人及其家人提供解決問題的基本資訊，將

他們與對其有所幫助的可用當地資源聯繫起來。使用本應用程式的「我的附近  

(Near Me)」功能，位於紐約任何地區的老年人或看護人員可以立即獲得距離他們

所在地最近的當地老年人辦公室、老年人中心、農貿市場、看護服務、阿爾茨海默

氏症協會 (Alzheimer’s Association) 分會等機構的地址和聯繫信息。  

 

「老年人服務」應用程式還透過「紐約聯絡  (NY Connects)」將用戶與實時資訊和

援助聯繫起來。「紐約聯絡」是本州的「不會求助無門」的系統，用於社區長期服

務和支援。該系統旨在幫助老年人和殘疾人士保持健康、獨立生活。此外，本應用

程式還提供有關本州和聯邦計畫的及時新聞和最新動態，這些計畫將直接影響紐約

老年人及其家人的生活。  

 

老年人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技術工具來獲取新聞和資訊、保健和健康資源和社會援

助。大約 75% 的年齡超過  50 歲的人員和大約  45% 的年齡超過  65 歲的人員都擁

有智慧手機，且這一比率還在不斷提高。  

 

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代理主管格雷格 ·奧爾森 (Greg Olsen)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

長認識到了紐約老年人為其所在社區做出的巨大貢獻，感謝他帶頭將紐約建設成為

首個老年人友好州。所有年齡段的公民如今每天都被淹沒在各種資訊中，有時候，

獲取基本援助或與真人交談甚至都很困難。這一全國首推的移動設備應用程式將為

紐約老年人及其家人和看護人員提供易於理解的資訊，更為重要的是，將人們與本

地資源聯繫起來。」  

 

紐約州首席資訊官  (New York Stat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羅伯特 H. 薩姆森 

(Robert H. Samson) 表示：「資訊技術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ITS) 很榮幸能與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展開合作，推進葛謨州

長推出的健康和老年人友好計畫。21 世紀公民查找和獲取資訊的方式有著巨大的

轉變。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資訊技術服務辦公室  (ITS) 正重新展望技術的職責，

為紐約民眾提供即時獲取各類知識和資訊的機會。『老年人服務』移動設備應用程

式將使得紐約民眾能夠隨時隨地、方便快捷地獲取他們所需的資源。」  

 

紐約州州務卿  (New York State Secretary of State) 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這又是一個創新之舉，朝著實現州長推出的宏偉計畫又邁進了

一步——即將紐約建設成為我國首個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退休者協會  (AARP) 

認證的『老年人友好  (Age-Friendly)』州。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很榮幸能與

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  (NYSOFA) 展開合作，透過多個『智慧增長  (Smart Growth)』

和社區規劃專案，建設舒適宜居的老年人友好社區。」  

 

 



紐約州參議院老齡化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enate Aging Committee) 會長、參

議員蘇·賽裡諾 (Sue Serino) 表示：「作為參議院老齡化委員會的會長，我的目標

是使得紐約更適於養老。這意味著為老年人及其家人提供就地養老所需的重要資源

——包括在家中或在社區內。使用技術來達到目標是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此舉將

提高全州老年人的能力，幫助他們利用重要的資源。我讚賞這一舉措，這將幫助我

們將老年人服務引入  21 世紀。」  

 

紐約州眾議院老齡化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Aging Committee) 會長、

州眾議員唐納·魯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如今的紐約老年人比以前更加活

躍，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區活動之中，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一應用程式技術將幫助

居民方便獲取某一地區提供的資源和服務。它還將提供『紐約聯絡』的連結；即老

年人和殘障人士所用的長期看護資訊的重要來源。」  

 

美國退休者協會  (AARP) 紐約州主管貝斯·芬克爾 (Beth Finkel) 表示：「AARP 很

榮幸能與葛謨州長展開合作，將紐約州定為首個老年人友好州。本應用程式特別針

對紐約老年人及其家人爾設計，支持了建設老年人友好／宜居社區的各種原則。如

今，老年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智慧手機和其他移動設備提供的移動技術，這一新發佈

的老年人友好移動設備應用程式將使得人們能夠更方便地獲取社區資源，幫助他們

在日漸衰老時仍舊保持獨立。」  

 

紐約老年人協會  (Association on Aging New York) 會長兼奧奈達縣  (Oneida 

County) 老年人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Aging) 主管麥克爾·羅馬諾 (Michael 

Romano) 表示：「葛謨州長的領導和對紐約老年人給予的支持是絕無僅有的。使

用移動設備技術進一步向老年人和看護人員提供其所在社區的資源、服務、志願和

就業機會、住房和可選交通方式的相關資訊，這是建設老年人友好社區的下一步。

新發佈的『老年人服務』移動設備應用程式為用戶提供了新層次的連接方式，特別

是使得鄉村居民得以與社區資源相聯繫，保持他們健康、獨立並參與社會活動。」  

 

Lifespan 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安妮·瑪麗·庫克 (Ann Marie Cook) 表示：

「Lifespan 公司感謝葛謨州長持續支持紐約老年人及其家人。新發佈的『老年人服

務』移動設備應用程式是一個創新型工具，能夠使得老年人、看護人員只需輕點按

鈕即可瞭解其所在地區的資源與服務，並將用戶與『紐約聯絡』系統相連，獲取實

時資訊和援助。」  

 

老年人技術服務  (Older Adults Technology Services) 創始人兼執行主管湯姆 ·勘博 

(Tom Kamber) 表示：「我們正在經歷我國的長壽革命，使用技術來支援和支持我

們的日常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如今的老年人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健康生活和社會參

與的重要性，技術在健康老齡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紐約州新推出的『老年

人服務』移動設備應用程式可幫助老年人保持健康、活躍並參與社區活動，從爾建

設一個更強大、更智慧的紐約州。」  



 

如需獲取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推出的「老年人服務」移動設備應用程式，可參考以

下連結：  

 

適用於 iOS 設備  

 

適用于安卓設備  

 

「老年人服務」應用程式由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和紐約州資訊技術服務辦公室聯合

開發。如需了解更多有關紐約州官方手機應用程式的資訊，請瀏覽：

www.ny.gov/mobileapps。 

 

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NYSOFA) 簡介  

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  (NYSOFA) 旨在透過倡議、編制和執行以個人為中心的、以

消費者為導向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計畫和服務，與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公立

和私立組織網絡展開合作，使得紐約老年人在盡可能長的時間內保持獨立，支持老

年人及其家人，並幫助他們提高能力。如需更多資訊，請查看  NYSOFA 的 臉書  

(Facebook) 頁面；關注  推特網  (Twitter) 上的 @NYSAGING；或造訪  

www.aging.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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