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輪
接下來
的挑戰？
撰文：PAUL TAYLOR

人口結構的改變意味著
更多的挑戰。我們準備
好迎接哪些挑戰？

人口結構的改變是一齣慢動作的戲劇。它
的劇情一分一秒漸進地展開，卻從根本上徹底
改變社會的面貌，而 21 世紀初的美國就正同
時經歷兩種如此戲劇性的變化。
我們的人口正逐漸轉變為以非白種人為
主，同時我們步入高齡人口（包括我）的比例
也創下紀錄。這兩種趨勢，任其一都會是其世
代中人口結構上最重要的大事。而這兩種趨勢
同時發生的現象，已經製造出巨大的代溝。美
國正走到其歷史上老、少世代之間在外表、思
考、投票及科技運用上都截然不同的節點。
這些代溝也可能對一切造成壓力，無論是
從職場到口袋書，乃至於政治局勢和我國的社
會凝聚力。
而這些代溝對於像扶輪這樣的傳統服務性
組織而言又特別棘手，就算賣力吸引青壯年世
代加入，但那個世代卻認為，要從事公民參與
和社群網路互動，拿起智慧型手機比出席每週
例會來得簡單。
然而，這不全然是壞消息。美國的老、
少世代間容有差異，但彼此並不想挑起世代戰
爭。家族裡祖父母、父母和子女的生活緊密交
織的程度，遠超過記憶所及的任何時期。這有
一部分要歸功於數位革命，創造出一個讓家族
能夠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溝通聯繫平台；還有
一部分要感謝全球經濟的不景氣，雖然封閉了
晉升為中產階級的階梯，卻也讓數以百萬計的
青壯年即便已是 20、30 好幾，仍與父母同住。
稍後我將在本文中提出一些想法（僅供參
考，並非萬靈丹），談談扶輪如何在這個變遷
的美國中找出自己的定位。但這些人口結構的
轉變對整個美國造成什麼影響，我們先來看看
別人有什麼觀察。
我們就從年輕人開始。千禧世代是介於
1982 和 2000 年間出生的族群，是美國史上人
數最多的世代（逾 8,000 萬人）；他們是我們
邁向「少數族裔占多數」的未來的過渡世代
（44% 為非白種人）；他們的思想開放，尤
其是針對社會及文化議題（若非他們的選票，
羅 姆 尼 Mitt Romney〔 譯 註：2012 年 曾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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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世代：不隸屬於任何機構
Millennials:

Unmoored from institutions
Percentage of adults in each
generation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各世代自認為無黨派的成年人比例
political independents
Millennial
千禧世代

(ages 18-33*)
50 （Y世代，18至33歲*）

XGen
世代
X

(34-49)
至 49 歲）
39 （34
嬰兒潮世代
37 Boomer
至 68 歲）
(50-68)
32 （50

40
36
34
29

沉默世代
Silent
（69
至 86 歲）
(69-86)
’07 ’08

’10

’12

’14

* 年齡區間係以 2014 年為計算基準
*Age ranges are for 2014.
資 料 來Source:
源：Data
資料
數 值 所 代 表 之 總 數， 係
points represent totals based on all Pew
依 據「Research
皮 尤Surveys
研 究of 中
心 」（Pew
the public
conducted inResearch
that year.
Pew Research
Center
Center）2014
年的所有全國調查。皮尤研
究中心Note: Pew defines millennials as those born after 1980;
it has not set an end point.
備註：皮尤將千禧世代定義為 1980 年後出
生的族群，但並未定義結束年份。

無宗教信仰的人數激增
Rapid growth of religiously

unaffiliated

成年人，單位：百萬
Adults, in millions
60

55.8*

55
50
45
40

36.6 *

35
0

2007

2014

* 預估總數：
*Estimated totals
Religious Landscape
資 Source:
料 來2014源：2014
年 宗study,
教 概 況
conducted June 4 – Sept. 30, 2014.
（Religious
Landscape）調查，調查期
Pew Research Center
間 為 2014 年 6 月 4 日 至 9 月 30 日。
皮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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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角逐美國總統寶座〕）這次就捲土重來
了）；而且他們也是近代史上第一個和父執
輩的同年齡時期相比，財富及收入都來得少
的世代。
他們也不隸屬於任何被像我這樣的老頭子
認為是社會中流砥柱的機構，不單是服務性組
織，還包括政黨（50% 自認為無黨派，創下所
有世代的最高比例）、宗教（35% 自承沒有任
何宗教信仰，同樣又創紀錄），以及婚姻（千
禧世代只有四分之一已婚，但有逾半數老年人
在這個年紀時早已成婚）。
這些型態中有許多是環環相扣的。舉例
來說，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千禧世代晚
婚的最大原因，在於許多人自認為缺乏養家活
口的經濟基礎。因此，向來都是收入較低的族
群，未婚的情況最普遍。這讓貧富差距更形惡
化，因為婚姻及伴隨而來的規模經濟、勞力分
工，以及為日後預做準備的儲蓄動機，反而有
助於創造財富。
千禧世代在扶輪這類的團體中缺席，與
他們是全球第一個數位原生世代有關，或如某
人戲稱他們是第一個現代的「前哥白尼時期人
類」〔譯註：前哥白尼時期人類誤以為太陽繞
著地球轉〕。如果能夠上網創造屬於自己的個
人化社群宇宙，並以自己為中心，讓網友們圍
繞著自己一張張的自拍照運轉，誰還需要離開
網路交朋友？
許多高齡者認為，千禧世代這種自拍照
文化既令人厭惡又自我中心。但對千禧世代而
言，這讓他們有存在感，也是他們充滿旺盛好
奇心、潛力及自信等特質的原因。
這或許也說明了為什麼就算經濟環境這麼
差，現代的青壯年卻不感到孤立或受委屈。他
們既樂觀又渴望成功。他們尊重長輩，也想要
遵守社會的遊戲規則。即便他們之中有創紀錄
的比例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更有數千萬人長
時間在貧困中度過童年，但一般人可能預期這
樣的成長背景會產生的許多負面影響，其實並
未出現。
相反地，過去 20 年來，美國的青少年暴

力犯罪率減少逾三分之一，中學輟學率也減
少 40%，青少年懷孕率則劇降 50%。青少年
青壯年未婚趨勢
The decline in marriage
吸菸飲酒的比例也下滑。顯然，有人正在做
among the young
對的事。
各世代 18 至 32 歲已婚百分比
Percentage married at age 18 to 32,
高齡人口的情況又如何？從公共政策的
by generation
角度來看，高齡人口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數。今
日，有 1 萬名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將步入 65
千禧世代（2013年）
Millennial (2013)
26
歲。明日，又有 1 萬人。以此類推，日復一
Gen X年）
(1997)
36
X 世代（1997
日，直到 2030 年為止。
Boomer 年）
(1980)
48
等 到 這 個 龐 大 的 嬰 兒 潮 世 代 的 所 有 人 嬰兒潮世代（1980
都 從 職 場 退 休， 在 20 世 紀 為 高 齡 人 口 所 安 沉默世代（1960
Silent年）
(1960)
65
排 的 大 型 社 會 安 全 網 計 畫， 包 括「 社 會 福
資料來源：1980
2013are
年資料係來自「當期人口調查
3
Source: Data from年、1997
1980, 1997,年及
and 2013
from the March
利 制 度 」（Social Security）、「 聯 邦 醫 療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1960 data
are from the 1960
Census.
月號」（March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1960
年資料則來自
1960 年人
Pew Research Center
口普查。皮尤研究中心
保 險 」（Medicare） 及「 醫 療 補 助 計 畫 」
（Medicaid），將占用掉近半數的聯邦預算，
卻不足以支應所有承諾過的福利。計畫再也

變化中的美國面貌，1960
2060 年
The changing face of America,至1960-2060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占總人口的百分比
4
10

85

5
11

83

6
12

80

9
12

76

13
12

69

5

6

7

16

19

22

12

64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實際情形
ACTUAL

12

60

13

55

8
24
13

51

5
9

6
9

26

29 – 拉丁美洲人
Hispanic

13

47

– 其他全部
All other
– 亞洲人
Asian

13 – 黑人
Black

White
44 – 白人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預估情形
PROJECTED

備註：未滿
則不顯示資料標籤。白人、黑人及亞洲人皆包含自認為單一
Note: Data labels 5%
not showing
if less than 5%. White, black, and Asian include only non-Hispanics
who identify as a single race. “All other” includes non-Hispanic American Indians/Alaska
種族的非拉丁美洲人。「其他全部」包含歷來非拉丁美洲裔之美國印第安人
Natives in all years and those who reported two or more races and no Hispanic origin beginning
╱阿拉斯加原住民，以及自
in 2000. Hispanics are of any race. Asians2000
include年起自承具兩種以上種族血統但無拉丁美洲
Native Hawai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血統之所有人。拉丁美洲人為所有相關種族之統稱。亞洲人包含夏威夷原住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 historic population estimates for 1960–1990 (Passel and Cohn,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Feb. 11, 2008). Census Bureau population estimates for
民及太平洋島民。
2000–2010 and projections for 2015–2060
資料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1960 至 1990 年歷史人口概算（Passel 及 Cohn，「美
國人口預估：2005 至 2050 年」(“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2008 年 2 月 11 日）。人口普查局 2000 至 2010 年人口概算及 2015 至 2060 年
人口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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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不上變化。若不在政策上做改變，就只得
由愈來愈少的納稅人口，來撫養愈來愈多的
退休人口。
當聯邦醫療保險於 1965 年開辦時，全美
65 歲以上的人口只占 9%。到 2040 年，這個
數字將飆升至 21%。這些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全
球皆然，而其中有許多結果是人們樂見的。像
是壽命延長和出生率下降的結果，不僅有助於
人類的健康幸福，也有助於地球的永續發展。
但人口高齡化也帶來挑戰。高齡人口的生
活品質，某種程度上必須仰賴年輕人的體力。
在這方面，美國事實上擁有全球富裕國家中最
令人稱羨的人口結構。我們的人口正在老化，
但大多數歐洲及亞洲國家的人口老化速度更
快。到了本世紀中葉，日本的年齡中位數將會
來到 53 歲，德國 51 歲，中國大陸 46 歲，而
美國只是從現在的 37 歲上升到 41 歲。
外來移民使得我們的人口相對年輕。自
從我們於 1965 年重新開放移民後，已經有約
5,900 萬人移民至美國。他們通常是在青壯年
時期移入，加上他們是努力追夢的人，所以
也傾向要多子多孫。有別於 19 世紀及 20 世紀
初的移民潮幾乎全是歐洲白種人，這波現代
的移民潮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及亞洲，而且幾
乎完全是非白種人。因此除了為我們的經濟
注入活水外，現在的移民也正在創造出一個
綜合體。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年齡層 vs 階級？
民眾自認為屬於各階層的百分比
上層階級 * 中產階級
下層階級 *
所有成年人
13
47
40
30 歲以下
11
43
46
30 至 39 歲
13
48
39
50 至 64 歲
11
48
38
65 歲以上
17
47
35
*「上層階級」包含自認為上層或上層中產階級的人；
「下層階級」包含自認為下層或下層中產階級的人。
資料來源：2015 年 2 月皮尤研究中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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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的預估，到了 2044 年，這個綜合體
將讓我們轉變為一個以非白種人為多數的人
口結構（而且由於異族通婚日益盛行，混血
人口也愈來愈多）。
這個種族上的改頭換面，讓我們的代溝更
添一層政治上的複雜度。現在的高齡人口是不
成比例的以白種人為主又思想保守；青壯人口
則是不成比例的以非白種人為主又思想開放。
他們勢必得合力說服那些陷入僵持對立的
政治領袖革新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才能更妥善
地因應我們不斷改變的人口結構。如今，聯邦
政府投入高齡人口福利計畫的預算是每人 6 美
元，但投入兒童福利計畫的預算卻只有每人 1
美元，這種在預算上重老輕幼的差距，在全球
主要經濟體中是最懸殊的。同時，我們也正留
給後代子孫一筆高達 18 兆美元的負債，還有
一個無以為繼的社會安全網，對基礎建設、教
育及基本科學研究的投資也節節下滑。
此外，從世代間的經濟流動性來看，美國
也不如加拿大或西歐。難怪美國有創紀錄、四
分之三的民調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把握下一
代能過得比自己好，這等於是有壓倒性的多數
對美國夢投下了不信任票。
每個社會、每個社區和每個家庭，都是
世代之間的契約：你還小，我照顧你；我老
了，你照顧我。到了 21 世紀，為了因應這些
新的經濟及人口結構現況，許多家庭一直在
調整這個古老契約，但腳步卻遠不如民選官
員來得靈活。
現在，家族中長輩給予晚輩的協助比晚
輩給予長輩的還多。那是因為戶長年紀在 65
歲以上的美國家庭，其家戶財富中位數是戶
長 年 紀 不 到 35 歲 的 家 庭 的 20 倍（21 萬 500
美元比 1 萬 460 美元）。過去在 1983 年時，
這個差距約 8 比 1。家族裡年紀愈大、經濟狀
況愈好。
這些家族內的互通有無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並非所有人都有幸能有個可以充當安全網
的富爸爸或富爺爺。所以這樣的財富移轉，終
究只會加深而非減輕國內日益擴大的收入及貧

富差距。對於今日的美國
夢，或許以下的詮釋更為
就業人口百分比，依年齡區分，1967
至1967-2014
2014 年 **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employed, by age,
貼切：慎選父母。他們越
有錢，你才可能越有錢。
65
歲以上
20 至 20-34
34 歲
Ages
Ages
65 and older
這種事我們不想告
20
80
訴自己，更不想告訴其他
18
18
78
人。人口結構改變的殘酷
16
76
數字，終將迫使我們的民
14
74
選領袖革新社會安全網。
72
解決方法極有可能需要結
71 12
10
70
合加稅及削減福利等手
8
68
段，因此政治人物會極盡
6
66
拖延之能事。不幸的是，
4
64
每多拖延一天，這個洞就
越深，而且任何解決方法
2
62
所造成的負擔，只會更沈
0
60
1967 1977 1987 1997 2007 2014
1967 1977 1987 1997 2007 2014
重地落在後代子孫肩上。
* 請注意縱軸上的年齡間距。
*Note differences in scales along the vertical axis.
目前，那個問題暫且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 analysis of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data
資料來源：皮尤研究中心對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數據之分析
由家庭及社區接手處理，
而這就是扶輪能夠發揮所
長之處。扶輪社應該把握
人口高齡化的契機。嬰兒
潮時期出生的族群即將成為我們史上人數最多的「花甲」世代。他們或許即將退休，但大多數人依舊
老當益壯。而且他們也到了人生中開始有股衝動想為後代留下些什麼的階段。一如心理學家艾瑞克森
Erik Erikson 所說，「我遺留故我在。」
許多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會藉由照顧子女及孫子女來回應那樣的需求。但還有愈來愈多的人
正為了他人的子女而奉獻。根據「國家及社區服務組織」（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的報告，2013 年全國有 24.2% 的 65 歲以上老人曾投入義工服務，略多於 2002 年的 22.7%。
那相當於有 1,060 萬名高齡義工，預估到 2020 年人數會超過 1,300 萬人。
企業、基金會及非營利組織也正共襄盛舉。去年夏天，娛樂界大亨艾斯納 Michael Eisner 宣布，
他的基金會將把所有獎助金捐給結合老少之力解決問題的計畫，而總部位於舊金山的全國性非營利機
構「安可」（Encore.org）也提議成立「遺愛義工團」（Legacy Corps），藉由動員高齡人口從事 1 年
的義工服務，為下一代謀求更好的前景。
這些倡議都是扶輪可以仿效的典範。在扶輪歷史上，扶輪社員們一直信奉著「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社會一定強」（Societies become great when the old plant trees under whose shade they will never
sit.）的希臘俗諺。倘若扶輪社加倍投入那些發揮銀髮族之力以滿足年輕人需求的計畫，各位或許能招
募到未來世代加入扶輪成為社員。各位也一定能幫助國家興盛壯大。因為今日的孩子正是國家明日的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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