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述
老年人对老龄歧视和人权的看法:
老年人权利全球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the Rights of Older People)意见征询

老年人权利全球联盟 (Global Alliance for the Rights of Older People,  
缩写GAROP) 是一个由全世界超过115家民间组织形成的网络,  

旨在联合起来加强和促进老年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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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老年人的权利
联合国老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Open-
ended Working Group on Ageing) 设立于2010
年,讨论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促进老年人的人权。 
1工作组召开了五次会议,确定了老年人人权保护方

面的许多差距。22012年,工作组肩负起一项重任, 

思考关于老年人权利国际法律文书的建议。32014年
末,联合国成员国应邀呈递具体建议、实际措施、 

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来改善老年人权利的保护。 

这些内容将于2015年末汇编并提交给联合国大会。 
4老年人参与这一辩论,并让他们的意见和观点贯穿

于这些建议至关重要。 

老年人的看法

2014年9月和10月,老年人权利全球联盟(GAROP)成
员组织应邀参加意见征询,向老年人及其代表组织了

解老年人是如何受到歧视的,歧视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以及他们认为产生的原因。相关问题还有,他们认为

老年人被剥夺了哪些权利。(征询问题见附录1。) 

50个国家2000多人参加了意见征询。(国家名单见 

附录2。) 绝大多数参与者年过50,约120人不到50岁。

大约55%的参与者为女性,45%为男性。5

参与者应邀单独或在团体讨论中回答问题。参与者

是自我选择的,因此不能将其回复视为老年人权利全

球联盟(GAROP)成员组织或广大老年人的代表 

性样本。本报告载列了参与者提出的主题和问题。 

本报告使用老年人自己的语言、表述和措辞, 

也未以任何方式对其回复进行加权处理。

老龄歧视 : 共同的经历

绝大多数参与者说,他们由于年老而受到不同对待和

歧视。

“老年人在社会上往往遭到歧视或经历不公平待遇,

在这方面南非与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不同。”

摘自小组讨论 : 南非

一些参与者说他们有时受到不同对待,但并非始终 

如此。说自己没有受到不同对待的人士大多会接着

讲述其他老年人如何及为何遭受歧视。

“我没有因为年老而受到歧视,但是我的确认为一 

些老年人因为年老受到影响。”

男,60-69岁,蒙古

在自述没有受到不同对待的人士中,一些人说他们之

所以尚未受到不同对待或没有受到不同对待,是因为

他们仍然很活跃,身体健康或仍在工作。

“因为我仍在做非全时工作,所以尚未遭到歧视。”

女,70-79岁,澳洲

许多50岁以下的参与者说自己四十多岁就已经在劳

务市场遇到年龄歧视。

“甚至当我申请一个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学历完全

相符的职位时,也从未收到哪怕第一次面试的通知。

而我年纪较轻时不是这样的!”

女,40-49岁,意大利

少数参与者说他们经历的不同待遇有时是正面的。

“不同对待 : 肯定有,有些场合好些的,有些场合 

差些!”

摘自小组讨论,全都年逾60,丹麦

只有极少数参与者说他们因为年老而始终得到更好

些的对待。

“我很高兴自己因为年老而得到相应的待遇,无论去

哪里都得到优先。” 

女,60-69岁,文莱达鲁萨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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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

受到歧视的老年人,他们的个人感受也会受到很大的

影响。

对大多数参与者而言,受到不同对待和歧视对他们的

生活有负面影响。他们感到别人污蔑、羞辱自己, 

对自己摆出屈尊俯就、居高临下的态度。一些参与

者没有安全感,害怕受到肢体和言语虐待,害怕失去

工作或外出。

“我知道有些农村老年人感到孤独恐惧,心情抑郁, 

与世隔绝,不敢为自己说话。”

男,70-79岁,爱尔兰

另一些人担心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自己没有未来。”

男,50-59岁,意大利

另一些人感到孤单寂寞、与世隔绝、受到排斥、众叛 

亲离,被人忽视。许多人讲述自己感到被人视而不见、

被人遗忘、不被人需要、多余无用和不受重视。

“我离群索居,觉得自己很寒酸。”

男,50-59岁,南韩

“我们感到自己与世隔绝,众叛亲离,好像自己是动

物一样。”

女,60岁以上,乌干达

“我有时感到不快和孤独,特别是别人跟我说,因为

我老了,他们在做的事和讨论的话题跟我没关系。”

女,50-59岁,乌干达

M
ay

ur
 P

au
l/

 
H

el
p

A
g

e 
In

te
rn

at
io

na
l

老年人受到哪些不同对待和歧视

老年人讲述他们在生活各个方面如何受到不同对待 : 

在他们与家人和同事的个人关系中 ; 在他们的小区

和社交网络中 ; 以及在制度层面,他们说政府政策、

立法、小区或民间组织都没有考虑老年人。

他们讲述自己遭到忽视、回避、解雇和怀疑。

“医生问我话时避免触碰我。”

摘自小组讨论,喀麦隆

一些老年人谈到,自己遭受各种暴力和虐待,包括 

肢体、言语和精神上的暴力和虐待、在不同的环境

中遭到忽视和遗弃,以及被赶出家门。

“在养老院,他们恐吓我们,他们拿走我们所有的钱, 

他们不给我们零用钱,还不断威胁我们,不听话就撵

出去。”

养老院居民,摘自小组讨论,塞尔维亚

老年人讲述自己被排斥在社会活动、财务服务、政

治进程、经济生活、发展活动和领导职位之外。他

们无法获取商品和服务,比如医疗保健、护理和独立

生活方面的支持,缓和疗护和善终护理、教育、社会

保障、信息、适当的住房、财务服务、就业、交通

接送、新科技、公共建筑和广义上的无障碍环境。

“在我这个年龄,就因为你已经65岁以上,就无法得

到象样的银行信贷或开始支付医疗保险。”

摘自小组讨论,全都年逾50,阿根廷

一些老年人被控实施巫术。一些人讲述自己因为年

龄和其他特点,比如性别、婚姻、经济和身体或心理

健康状况而受到交叉歧视。

“我想我永远也摆脱不了二等的感觉,因为首先我是

女性,而现在我老了。”

女,70-79岁,美国

但是,少数参与者讲述了自己如何因为年老而受到更

好的对待。

“我每年根据驾驶年龄规定参加驾驶考试。我购买

食品杂货得到帮助。”

女,80岁以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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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说自己被剥夺权力和公民权,无法直抒胸臆。

对一些人而言,这种缺乏发言权、无法自行作出决定

的状况使他们感到沮丧和受到束缚。一些人感到失

意、痛苦、愤怒和恼火。另一些人则因此感到自己

无用无能,徒劳无益,是别人的累赘。

“别人不相信我,因为他们担心我老了做不到。”

摘自小组讨论,莫桑比克

老年人讲述了受到不同对待和歧视如何影响到他们的

福祉和生活质量。许多人谈到歧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产生的负面影响,如营养不良、寿命缩短、厌世、 

没有自尊、没有自信、感到抑郁,有两次曾想过自杀。

“这会让人非常压抑的。这么说吧,人们把国家的状

况归咎于老年人!人们指责老年人在医院‘赖病床’, 

压垮了国家医疗保健体系,是人们不得不延长工作年

限的罪魁祸首。人们责怪老年人抢了年轻人的工作, 

因为老年人应该给年轻人‘让路’。” 

性别不详,60-69岁,英国威尔士

其他人谈到自己年老后承担新挑战和项目标机会减

少,在家中和社会上受到平等对待的机会减少。 

对一些人而言,因为年老而受到不同对待导致其贫困

加剧,被迫乞讨,露宿街头,并开始酗酒。

称自己因为年老而受到更好对待的人士,则说这对他

们的生活没有影响,或有正面影响,包括公共交通车

票减免,计算机班、博物馆、音乐会和其他社会活动

减免费用。

“我很快乐,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女,80岁以上,捷克共和国

“我们无疑受到了不同对待,只是比我们年富力强时

得到更多尊重和善意。人们恪守这项古兰经禁令, 

感谢主。被人当作一个贵重的老古董,与世界和睦相

处,让我感觉很好。”

女,70-79岁,巴基斯坦

老龄歧视 : 发生的原因

参与者被问及他们认为老年人为什么会受到不同对

待或歧视。

极少数参与者说,由于尊重老年人,所以他们以正面

的方式受到不同对待。

“我没有受到不同对待,至少现在还没有。我今年60

岁,住在希腊。希腊人尊重老年人,对家庭有很强的

责任感 (即年轻人为老年人服务),至少我这一代人

是这样的。”  

女,60-69岁,希腊

说自己受到不同对待和歧视,并产生负面影响的 

人士,认为其中的理由包括对老年人和老龄的无知、 

错误观念、成见和偏见。

“老年人受到不同对待,要归咎于社会上盛行的偏 

见和成见。”

女,70-79岁,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参与者反复表述这一观点,老年人被视为社会、 

家庭、医疗体系、经济和福利体系的负担。在人们

眼里,老年人无能,没有行为能力,无用,无法卓有成

效地工作,无法创造利润,徒劳无益。因此他们只会

消耗,百无一用。

“我被视为只会花钱,无法对社会做贡献的人。 

我已经风光过,应该给年轻人让路。”

男,70-79岁,乌干达

“老年人没有用处,只会用钱,还可能问题成堆。 

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很头痛。”

女,60-69岁,瑞典

“有时,我不知道 [自己受到不同对待]是别人尊重

我,还是认为我没有用处,徒劳无益。” 

男,70-79岁,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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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老年人思想观念固执僵化,平淡无趣,政治上 

保守, 无知,教育程度低,不文明,脱节,跟不上现代

生活和科技的步伐,也是一个共同主题。

“我想有些人认为,老年人已经无法与时俱进,墨守

陈规,但从我的经验来看,并非如此。”

女,70-79岁,澳洲

参与者说,人们惯常认为老年人胡涂,头脑不健全, 

老态龙钟,无法自己做决定。他们认为老年人难 

相处,像小孩子,是需要对付的讨厌鬼。

“人们爱我们,因为我们老了,但是他们认为我们什

么也做不了。”

摘自小组讨论,毛里求斯

“年龄歧视仍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贬低老 

年人,而重视年轻人,认为老年人老朽痴呆。”

女,70-79岁,美国

参与者还认为,对老年人的外貌抱着污蔑和非人化的

年龄歧视态度,也是老年人受到不同对待的原因。 

参与者说,老年人被认为是肮脏的,不讲卫生, 

丑陋,已不再有性的吸引力或性需求。

“现在,年轻美丽、漂亮的形象是生活信条。没有外

人的位置。”

女,60-69岁,法罗群岛

理想的标准是人人都应显得年轻,没有皱纹,没有 

白发,身体和心理机能不衰退。偏离这种标准被认为

是造成老年人受歧视的根源所在,也是害怕衰老和死

亡的原因所在。

“人活着就会生病,在当今社会,这也被视为污点。”

女,50-59岁,芬兰

代际冲突也被认为是老年人受歧视的原因。许多人

在回复中提到,人们认为老年人曾经风光过,现在比

不上年轻人,年轻一代目前的问题是老年人造成的,

老年人从年轻人手里抢走了医疗、就业和教育等资

源。他们认为,年轻人与老年人缺乏沟通, 

相处不多,加剧了这种代沟。

“令我吃惊的是,孩子和年轻人对自己家里的老人  

(祖父母、伯伯等) 表现出爱和尊重,却不尊重并忽 

视外面的老人。”

男,80岁以上,西班牙

老年人人数不断增多,国家拨给老年人的资源有限  

(如住房和公共交通) 等外部因素,也被认为是老年

人受到不同对待和歧视的原因所在。他们认为,缺乏

有关老年人权利的国际或国内立法和政策,将老年人

排除在数据和调查之外,是歧视老年人的做法。

“老年人受到不同对待和歧视,是因为缺乏保护老年

人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国内政策。”

摘自小组讨论,利比里亚

一些参与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主和劳动力市

场会倾向于廉价而年轻的劳动力。他们认为,老年人

贫穷、缺乏退休金和社会保障,因此他们的经济实力

下降,社会地位降低。

“没有收入、受人赡养的老年人往往受到家庭和社

会的虐待和排挤。”

摘自小组讨论,全都年逾60,马来西亚

据认为,由于城市化、迁移和不同的家庭结构造成的

家庭和生活安排不断变化,已经导致尊重和正面社会

价值观的衰落。看重成功、财富、个人主义和快节

奏社会也被认为是老年人受到歧视的根本原因。一

些参与者说,社会不再看重经验和年龄,对老年人的

权利缺乏尊重、认识和宣传教育。

“‘生活’经验和知识在社会上不受重视,所以老年

人得不到尊重。”

女,50-59岁,英国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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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方面需要改变 : 解决一项人权问题

参与者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老年人被剥夺了某些

人权,以及被剥夺了哪些人权。他们的回复提到奠定

人权基础的一般原则,比如自主权、尊重和尊严原则

遭到剥夺。参与者还指出他们认为一些影响到生活

诸多方面的许多特定权利正遭到剥夺。

以下章节概述参与者指出的那些原则和人权,以及

他们对这些权利的特定成分所提供的任何细节。 

这里列出的人权并非详尽无遗,但是参与者的汇总

答案清楚地表明,必须采取综合系统的方法,更好地

保护和促进他们的权利。

原则

• 不歧视

• 尊重

• 尊严

• 自主

• 平等

• 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

• 全面有效参与

• 社会融入

• 代际团结

• 认可固有价值及作为人的价值  

人权

不受歧视

有权在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受歧视, 包括医疗保健、

财务服务、就业、商品和服务、继承和财产以及税赋。

他们的回复也反映了交叉歧视的经历, 包括因为年

龄和性别、文化/语言多元化、残障、身体或心理状况、

经济地位和利用科技而受到交叉歧视。

自主及独立的权利 

在老年人生活的不同方面享有自主权, 包括对自己

的赡养、护理和休闲时间作出决定的权利, 他们的

自我决定权、选择权和人身自由权。 

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

有权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 包括有权做完整公

民, 有权登记和做家庭和社会的平等成员。

自我实现的权利

有权继续过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的生活, 直至生命

的最后一天, 有权充满希望, 拥有未来, 并迎接新

的挑战和机会。

生命权 

生命权, 包括在他们因为被指控是巫师而遭到杀 

害时。

带着尊严离世的权利

有权带着尊严离世, 包括选择在何处何时死亡,  

有权接受整体缓和疗护, 包括止痛, 并有权接受

善终护理。

有效参与权 

权全面有效地参与公共、政治、文化、经济等生

活的所有方面, 发展活动, 家庭、小区和国家层

面的决策, 以及家庭和小区的社交与休闲活动。

居家安老权

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安排、在何处与谁一起生活, 

并留在小区, 而无论身体或心理状况如何。

住房权

住房权包括有权获得经济、优质、合宜、无障碍

及专为满足老年人要求而设计的住房。

环境权

有权生活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 包括享有饮用

水、卫生设施和其他服务。

无障碍及行动权

无障碍及行动权, 包括费用经济、便于上下、能

够获得的无障碍交通设施,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并能在不必担心受虐待的情况使用这些设施。

独立生活的长期支持服务权

有权获得长期支持服务, 包括各种以个人为中心

的优质、整体社会照顾和支持服务。这一权利包

括有权选择所接受的照顾和支持类型 : 地点  

(在自己家里、小区、居住设施)、时间和服务机

构。它包括在居住护理环境中的行动自由权。确

保支持服务的品质, 包括护理人员的培训以及为

照顾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的支持和协助。它还包

括使用匡正和投诉机制的权利。

家庭生活权

家庭生活权包括隐私权和私生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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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暴力侵害和虐待的权利  

不受所有形式的暴力侵害和虐待的权利包括免于

经济剥削、身体和心理暴力、忽视和遗弃。 

它包括受害人寻求正义、匡正和支持的权利。

不受酷刑、残酷、非人或有辱人格之待遇的权利

当暴力侵害达到这一极限时, 有权不受酷刑。

工作权

工作权包括招聘时不得实行年龄歧视, 禁止基于 

年龄强制退休, 得体的工作条件和有意义的工作,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而接受再培训, 以及

无薪工作的支持, 包括照顾其他人。

达到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

达到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包括有权获得稳定收入, 

基本的必需品和便利设施, 包括水和卫生设施、 

有营养而买得起的食物、服装, 以及有权持续改

善生活条件。

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权

社会保障权包括有权获得足够的退休金。

健康权

健康权指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 不因老龄以及距

离和交通设施而受到歧视 ; 负担得起服务和治疗

费用 ; 有老年病服务、药物、心理健康疗护  

(包括痴呆症和阿兹海默氏症) ; 适当的医疗保 

健和药物 ; 治疗和诊断的质量 ; 及时治疗 ;  
以及在治疗的知情同意和选择上拥有自主权。

知情权 

知情权包括以无障碍且适当的格式提供信息。 

它包括关于各种商品和服务以及老年人权利和应

得权益的信息。

教育权

教育权包括有权终生学习和接受技能培训,  

例如职业培训以及有关信息和通讯科技(ICT)的
培训。

财产权

财产权包括拥有财产、以您希望的方式处分自己

的财产和资产的权利, 以及继承权。

谋求司法公正的权利

谋求司法公正的权利包括获得法律服务的权利。

言论自由权

言论自由权包括表达心声和传授知识和经验的

权利。

行动自由权

行动自由权包括在居住护理环境中自由行动的

权利。

结社和集会自由权

组成老年人团体和协会的权利。

特定情况下的老年人

参与者指出老年人可能会经历特定侵权风险的 

情况, 包括 : 

• 在各种护理环境下生活的老年人, 他们在一系

列活动上依赖别人照料。 

• 老年囚犯, 包括他们有权在监狱里获得适当的

住宿条件, 当他们对社会不再构成威胁时有权

从监狱获释, 以及从监狱获释后有权获得回归

社会的支持。

• 老年妇女, 她们承受着与性别和年龄相关的交

叉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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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意见征询问题

1. 您认为您是否因为年老而受到不同对待或歧视？

2. 这对您的日常生活有何影响？

3. 您认为老年人为什么会受到不同对待或歧视？ 

4. 您认为老年人是否被剥夺了任何人权？哪些 

人权？ 

阿根廷

澳洲

奥地利

孟加拉国

比利时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柬埔寨

喀麦隆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法罗群岛

芬兰

德国

加纳

希腊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肯尼亚

利比里亚

前南斯拉夫

马其顿共和国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耳他

毛里求斯

摩尔多瓦

蒙古

莫桑比克

荷兰

巴基斯坦

波兰

葡萄牙

南韩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英国 

美国

津巴布韦

未知国家 (3个答复) 

附录2 : 意见征询参与者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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