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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退休老年人休闲社交服务设计研究
朱上上，张一琦
（浙江工业大学，杭州 310023）
摘要：目的 对城市社区退休老年人的休闲社交服务进行研究。方法
方法 在文献调研与用户调研的基础
上，依托于杭州市实体社区信息化服务环境，基于服务设计的视角，进行退休休闲分享社交服务系统
的设计探索。结果
结果 基于休闲分享认知状况，区分出高知独立型、活跃型、传统居家型 3 种用户类型，
对各类层次的用户需求进行梳理，提出退休休闲社区分享服务设计的框架。结论
结论 基于社区服务管
理，提出退休休闲知识分享社区服务系统，为退休老年人提供轻松的休闲知识资源学习与分享服务，
并针对性地提供社区休闲分享社交活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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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isure Service Design for the Retired People in City Community
ZHU Shang-shang，ZHANG Yi-qi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It studies the leisure social service for the retired people in city communi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design，the social service system design of the retire leisure sharing is studied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user
research，relying on Hangzhou city′ s community information service environment.According to independent，active and
traditional these three types of users to share the leisure knowledge，it sorts out the various levels of users′ needs，and
proposes the design framework of retired leisure community sharing service.Based on the community service management，
it proposes the leisure knowledge resource study and sharing service for the retired people，accordingly provides social
service of community leisure sharing.
KEY WORDS：city community；the retired people；social leisure and recreation；service design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现在的中低龄老年人身
体状况良好，而情感与精神需求则比以往更明显 [1]。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退休后依然活跃于社交网站，
并建立自己的小型社交圈。有研究证明，老年人更喜

退休老年人休闲社区分享服务系统相关研究的

欢在自然社区中分享休闲社交行为 。随着越来越多

内容主要包括：老年人社交服务研究、老年休闲教育

的老年人选择积极的老年价值观和趋于开放型老年

以及社区为老服务等 3 个方面。

[2]

生活形态观，未来的老年休闲教育发展规模将更大 。
[3]

这里旨在基于社区服务管理，为退休老年人提供休闲
知识学习与分享服务，并针对性地开展休闲分享社交
活动。

1.1 老年人社交服务研究
目前，老年人社交服务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在线
社交平台与社交型游戏两种类型。
（1）老年人在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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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平台。清华大学人因与工效学研究所[4]根据老年人

一种新兴的社区建设模式，社区老年教育是学习型社

电脑和移动设备的使用现状、休闲活动与社交现状，

区建设的重要模块。在各社区管理处的摸索下，已形

以及老年人对社交网络平台的认知等，开发了以掌上

成 5 种比较典型的发展模式，分别是组织主导型、特色

设备应用程序为核心的社交平台。与此相似的还有

团队推动型、共建共享互动型、新老市民融合型和志

社交网站老友邦、中老年人网上乐园、乐龄网等。
（2）

愿者带动型。
（3）信息化环境：依托“智慧城市”的社区

通过社交型游戏服务促进老年人休闲社交。

服务。杭州市政府一直致力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充

Tsai-Hsuan Tsaia 等人开发的"sharetouch"，通过游戏

分利用市民手中越来越普及的智能终端，利用服务后

平台等娱乐化休闲手段丰富老年人的社交网络。

台支撑的技术力量，为市民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智能化

[5]

信息服务[10]。

1.2 老年休闲教育研究
老年休闲教育主要有老年大学和老年远程教
育。老年大学不仅让老年学员学习发展休闲爱好，也

2.2 杭州市区退休老年人休闲知识学习与认知现状
研究

有机会参与社会交往，提高学员休闲生活质量；然而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杭州市区退休老年人休闲

热门专业报名艰难、供不应求。相较老年大学，老年

生活、休闲知识学习与认知的状态，分两个步骤进行。

远程教育门槛低、灵活性高，网络平台式的远程教育

1）了解退休老年人休闲生活现状、对休闲知识的

带有弱社交功能。

认知与态度。在杭州市区的公园、广场等退休老年人
休闲活动聚集地随机访谈了 30 多位老年人。从访谈

1.3 社区为老服务研究

中得知，目前杭州市退休老年人的休闲生活主要是打

田青 等人在对 4 个境外国家和地区以及上海的

牌、下棋、广场舞等群聚型活动。部分会玩的老年人

老年人社区照料服务内容与案例进行研究后，发现目

会呼朋唤友，不会玩的也愿意到人群聚集的地方与他

前社区服务主要从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出发，而从社交

人聊天，排解孤独；部分老年人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掌

心理需求出发的服务内容几乎没有。合理利用休闲

握较高的休闲技能，如果有人向其指教，会愿意指点

时间能够帮助老年人乐观应对生活状态的改变，维系

一二。

[6]

与发展社会关系 ，因此研究者建议大力发展为老年

2）研究老年人对休闲知识技能的掌握现状。在 3

人休闲需求服务的社区公益性休闲服务指导机构或

个老年人居住密度较高的社区公园、银行、餐馆等地

商业性休闲服务机构 。

进行随机抽样，对精神状态良好的退休老年人以访谈

[7]

[8]

形式开展问卷调查。这里共发放 200 份问卷，回收有

2 老年人退休休闲知识社区的环境研究

效问卷 153 份。根据数据统计：
（1）目前杭州市退休老
年人至少掌握一门休闲技能，其中掌握棋牌类、歌舞

这里提出了退休休闲知识社区的概念，综合实体

类、操类运动、互联网使用和数码产品使用这 5 类休闲

与网络虚拟媒介连接退休老年人，以休闲知识为内容

技能的分别占 56.8%，49.7%，51%，56.9%，45.8%；
（2）

资源和连接点，形成共同兴趣爱好的同社区退休社

50.3%的老年人表示有些休闲技能是在退休后新学

群，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的；
（3）40.5%的老年人在退休后有向他人传授休闲技

2.1 退休休闲知识社区服务系统的宏观环境研究
休闲知识资源掌握、社会联结、环境配合是老年
人积极活跃地参与社会休闲的基础 。这里从硬件环
[9]

境、政策环境和信息化环境 3 个方面，针对杭州市区支
持退休休闲知识社区服务的宏观环境进行相应分

能的经历；
（4）由于杭州市退休老年人的收入、文化水
平以及家庭结构普遍处于较为良好的水平，因此精神
需求远高于生理照护需求；
（5）60%以上的老年人愿意
参与到休闲知识分享的活动中。
2.3 退休老年人对休闲知识分享社区的需求研究

析。
（1）硬件环境：老年服务设施配置较为齐全。杭州

采用深入访谈法，详细调查退休老年人的休闲行

市老龄化较严重，因此政府十分重视社区养老与居家

为习惯、需求和服务期望。受访对象：杭州市区 50~70

养老服务建设，每个社区都配备相应的卫生服务站、

岁已退休、精神状态良好的中低龄老年人共 8 名，其中

社区公园、社区广场、社区休闲区等。
（2）政策环境：着

男性女性各 4 名。访谈方式：面对面访谈以及利用网

力建设学习型社区与社区老年教育。学习型社区是

上聊天工具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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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访谈发现，
50~70 岁中低龄老年人由于身体比

果，
整理相关用户分类与需求总结，
见表 1。

较健康，大多数依然与社会联系紧密。不同教育和工
作背景的退休老年人，对于休闲知识的学习方式与分

3 退休休闲知识社区服务体系

享活动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
主要分为 3 种类型：
（1）高
知独立型，教育水平较高，能够在网络上、社区活动中

结合文献研究、杭州市宏观环境分析以及杭州市

分享信息；
（2）活跃型，教育水平不足，但个性活跃，乐

退休中低龄老年人的认知、行为与习惯，这里提出了

于学习可以接触到的休闲活动并参与其中；
（3）传统居

相应的退休休闲知识社区分享服务系统，
见图 1。

家型，
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做家务、
看电视、
看报纸，
或

退休休闲知识社区分享服务系统包含以下特

者带孙子，
对休闲爱好的态度是不懂得如何学习，
怕学

点。
（1）采用统一产品技术平台、多社区分布式管理的

不会丢脸，不敢与他人进行分享。根据深度访谈的结

模式。技术平台主要运营数据库系统，包括内容数据

表 1 用户分类与需求总结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users

主要特征

用户目标

教育水平良好；学习自我效

希 望 找 到 志 同 道 社交需求；找到志 智能终端设备、报纸 SNS 社交；兴趣小组组

高知独立

能感较高，
独立；
较有主见； 合的人；乐意分享 同道合的好友

型老年人

能操作电脑，会上网，使用

主要需求

自己的知识、经验

信息渠道

设计策略

用户类型

书籍、面对面交流等 建 ；个 人 休 闲 知 识 的
各种媒介

分享

智能手机
教育水平一般；社交自我效

能 够 有 较 好 的 群 更丰富的休闲活动 简单操作智能终端 提 供 丰 富 的 信 息 ；活

活跃型老

能感较高；退休休闲形式挖

体环境，投入进该 选择性；更有条理 设备；各种传统设备 动信息的及时获得

年人

掘能力不高，
受环境影响大； 休闲活动中

的休闲爱好培养

媒介

喜欢群居
教育水平一般；自我效能感

操作简便；
学 到 一 个 能 够 玩 休闲学习；互帮互 电视、电话、报纸书 易学易用；

传统居家

低；退休休闲形式挖掘能力

起来的休闲活动， 助；充实退休精神 籍、邻居朋友间交流 丰富的易于发掘的休

型老年人

较差；
使用的设备较为传统

提 高 自 我 效 能 感 生活

等传统媒介

与活跃度

图 1 退休休闲知识社区分享服务系统
Fig.1 The service system of retired leisure knowledge sharing community

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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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户信息数据。内容数据主要来源于后台服务数
据，兼具高知老年人提供的内容。多社区分布式管理

4 基于智能电视终端的应用服务设计

指以实体社区为服务载体，打造同城同社区内退休老
年人休闲活动分享的实名社区，由各社区养老服务管
理处分布管理。
（2）由各社区提供服务管理系统，并设

4.1 退休休闲社区电视服务应用功能架构

立运维人员与服务人员。服务人员通过短信、电话、

结合 TV APP 设计的特征，退休休闲知识分享社

QQ 以及当面服务等方式为退休人群提供服务开通、

区服务体系的 TV 应用服务，在整个服务体系中承担

产品购买、答疑解惑等帮助，并通过服务管理系统进

着信息获取与浏览的传播功能，其功能架构见图 3，主

行用户管理、服务管理。运维人员通过服务管理系统

要包括休闲小组、我的主页、消息提醒、休闲小游戏、

进行休闲知识管理、活动管理、合作伙伴联系管理

服务帮助等 5 个功能模块。

等。退休休闲知识分享社区服务蓝图见图 2。
（3）通过
用户研究发现，老年人最习惯的信息获取渠道是电
视，而对手机 APP 与 Web 网站上的服务应用不太适
应；使用最普遍的应用服务是 QQ 和微信，因此这里使
用智能电视作为主要的社区休闲知识传递媒介。

图 3 退休休闲知识分享社区 TV APP 功能架构
Fig.3 The functional framework of TV APP of retiremet knowledge
sharing community

4.2 基于 TV 场景的服务原型
针对退休休闲知识社区服务 TV 应用的用户场景
分解任务，主要包括以下任务：
（1）选择一个感兴趣的
休闲小组并加入；
（2）进入某休闲小组，
观看课程视频，
观看完后标记学习情况；
（3）浏览小组图片墙，点开大
图 2 退休休闲知识分享社区服务蓝图
Fig.2 The service blueprint of retired leisure knowledge sharing
community

图点赞或评价；
（4）发现新活动信息并报名参加；
（5）查
看组员主页。分别构建各任务模块的流程及原型。
加入休闲小组的方式见图 4，其主要流程包括：
（1）进入 TV APP 首页，选择休闲小组菜单；
（2）从“某

在图 2 的基础上，
提出用户端的退休知识分享社区

社区休闲小组”版块中根据兴趣选择某个小组，点击

服务功能模块，
主要包括服务账户开通、
休闲知识学习

OK 键进入小组详情页面；
（3）浏览小组详情，包括 4 个

获取、
休闲知识分享传递以及休闲互动交流参与。

功能版块，即课堂、图片墙、组员、活动；
（4）如想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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