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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FRIENDLY NYC 
于2007年由市长办公

室、纽约市理事会及纽

约市医学学会联合成

立，旨在使老年群体全方位融入 

纽约城市生活。

AGE-FRIENDLY 本地企业发展倡 

议（AFLBI）以“老年友好型”为宗

旨，为企业提供教育资源，以帮助

其进行设施更新及采取其他措施，

从而吸引、服务老年顾客，并良好

维持与老年群体的客户关系。

AGE-FRIENDLY NYC 与本地商业 

服务组织及社区合作伙伴紧密合

作，在本地社区宣传“老年友好

型”企业，并帮助向老年群体推广

其“老年友好型”的业务特色。许

多“老年友好型”企业因为这个倡

议而得到了媒体盛誉。

AGE-FRIENDLY NYC 本地

AGE 
FRIENDLY

NYC



50岁以上的老年消费群体正以多元化为特征快速增长，并且目前已经

占据全美可自由支配消费量的50%。

本《老年友好型企业资源指南》旨在洞悉老年群体市场，针对如何把握

该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为企业提供实用的建议，以帮助您的企业以低

成本或零成本来吸引更多老年客户。

企业发展倡议



    您了解老年群体的以下特征吗？

•  在生活中为自己与他人购物

•  到本地企业消费及接受服务

•  良好的客户服务可提高他们的忠诚度

您了解您在纽约市的潜在客户群吗？

•  纽约市目前有将近150万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这个数字预计在

2030年之前将超过180万。这也意味着每五名纽约市民中就将有一位

是老年人士。

•	 	纽约市将近半数的消费支出来自于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这也意味

着他们每年贡献701亿美元的消费。

•	 	纽约市将近40%的50岁以上消费者支出来自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

裔和亚裔纽约人。

•	50岁以上的人口独揽了全美将近80%的总资产净值。

•	 	50岁以上的美国人在其子女、孙辈甚至是其父母身上花费颇多。祖辈

在他们的孙辈身上花费每年超过520亿美元。

•	  纽约市的劳动力中包含超过70万名55岁以上的成年人，占纽约市总

劳动力的18.3%。

  当小型企业需要增加销售额以维持增长时，开发不断增长的老年人

消费市场可增加企业利润。成为老年友好型企业能帮助您扩大客户群，

并提高企业的净盈利。

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1

成为老年友好型 

企业的五大优势5



利于老年顾客的许多改进也将有益于所有顾客。

•	 宽阔的通道和/或自动门不仅便于使用轮椅或助行架的老年人通过，

也利于推着婴儿车的父母。

•	 写有大号清晰字体且有良好照明的引导标识便于所有年龄的顾客， 

尤其是老年人士阅读。

  让您的企业在老年友好型方面进行改进将更好的吸引每一位潜 

在客户。

Age-friendly本地企业发展倡议致力于培养老年友好型的环境，使企业 

拥有更庞大的客户群，并使各个年龄段的顾客都能够获得丰富多样的

商品和服务。

商家们怎么说？

“为老年顾客打折、提供小份量食物、提供上门送货及无障碍设施，并为纽

约市民当中这一如此重要及充满活力的群体提供其他项目与服务，是一

种出色的企业理念。”

Howie Glickberg，Fairway Markets发展部副主席

“老年群体就是这个社区本身。他们引领着社区健康及新变化的发展动向。

如果您将他们作为服务目标，那也就能涵盖社区中的每一个人。”

April，Hibiscus Day Spa总经理

老年友好型企业相比未参与倡议的企业而言，更有可能呈现现金收入

的增长。采取老年友好型策略也能培养更好的总体客户服务效果。员工

能敏锐察觉老年群体的需求也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到所有顾客的需求。

一个顾客友好的理念2

有利于企业发展3



我们能帮助您将企业的服务推广给潜在客户！

您的企业可能已拥有其中一些以下罗列的老年友好型特色服务。

我们将帮助您将这些特色服务推广给潜在客户！我们可以通过与老年

友好型社区合作伙伴及本地商业服务组织合作，推广贵公司的老年友好

型特色服务，并使您的企业在老年客户群及公众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度。

本指南旨在帮助您更加了解我们的老年顾客群体，并且让您了解如何

使企业以低成本或零成本的改进更好地适应老年顾客群体的需求。

这些建议将引导您在企业中开始进行老年友好型的改进，但这并不意味

着本指南列出了所有明确措施。您是否知道一种绝佳的老年友好型措施

但它并未在此被列出？请寄到我们的邮箱：agefriendlynyc@nyam.org!

简单易行4

成本低廉5



市场营销

█    推广有益于老年群体的产品、服务及企业特色。 

█    使网站能够便捷地进行缩放控制和文本大小调节。

█    在引导标识、打印资料及网站中使用大号、清晰的字体。

█    将资料翻译成多种语言。

环境

█    随处提供充足照明，尤其注意入口、出口及走廊。

█    减少吵闹的音乐和噪音。

设计

█  清晰标注台阶、下坡或下落提示，保持通道清洁，时刻注意顾 

客安全。

█  避免使用厚重的门，或安装电子门，并保证通道宽敞。

█  将商品放置在货架上可以够到的位置， 

或者提供服务，帮助顾客拿取商品。

█  提供公共卫生间。

█  为顾客提供可供坐下休息的地方。

经验

█  训练员工如何尊敬且耐心地与顾客进行面对面或者电话交流。

█  训练员工与老年群体沟通时更加留心。

█  训练员工如何帮助身体不便的人士并处理突发问题。

AGE-FRIENDLY
清单



推广

•	  在印刷及网络广告中推广老年群体可能感兴趣的产品、服务及业 

务特色。

•	  在制作市场营销材料时将老年群体纳入广告中，并体现他们使用您

的产品/服务（如适用），同时确保老年群体能看到您的印刷广告或网

络广告。

•	  将针对老年顾客的折扣或推广产品放在他们可以看到的合适位置。

•	  如提供送货/送餐服务，请同时提供网上及印刷菜单/手册。许多人尚

不能经常上网。

网站 

•	  让每个人都能简单地找到关键信息。在每一页上重复企业名字、地址、

营业时间及联系信息。

•	  在每一页的上方或侧边放置突出醒目的导航栏，避免复杂的目录或

者二级菜单。在每一页上都清晰设置用于缩放控制或文本大小调节 

的按钮。

•	  设计网站时考虑兼容老式电脑。避免使用过多音频/视频及动画元

素，以免与一些电脑及移动设备不兼容。

市场



资料设计 

•	设计便于阅读的资料，清晰地突出关键信息。

•	在您的资料中使用简单的语言，便于更多人理解。

•	提供多种语言的资料——想一下您的社区中都说哪几种语言。

建议 

•   使用诸如Helvetica与Calibri等没有笔锋的灯芯体字体。Times New 
Roman 这样的衬线字体因为有装饰性的收笔，所以在字体缩小时不

便于阅读。

•   如果可能，始终使用12磅或更大的字体。 

本文档的正文设为12磅宋体。 

这是16磅宋体的一个示例。

•	在文本的行与行之间留出1英寸空白。

•   使用生动的颜色。避免诸如粉彩与灰色的浅色调。

•   将您的材料文本与背景色明显区分开。避免运用相同/近似色，因为两

者混合在一起难以阅读。

•   使用简单清晰的设计，避免过多装饰以免干扰关键信息的传达。

50岁以上人口消费支出超过平均水平。他们的经济活动影响着美国经

济的各个方面。老年群体通常拥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对比他们所感兴趣

的产品和服务，也是富有经验的顾客。当向老年群体推荐产品和服务

时，请记住他们是精明的购物者，相比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对于潮流及

时尚的态度更为理性，也更不受影响。



声音 

•	  避免嘈杂的音乐。许多顾客在嘈杂的背景声中很难识别广播通知或

进行对话。

•	  在老年客户最可能光顾店面时不放音乐或减少音乐播放时间。

•	  在不同时间段播放不同时代及风格的背景乐。

•	  在您的店内保留某些安静区域（如，摆放桌子的安静休息处或私密的

会谈区域。

•	  使用设施和空间减少外部噪音。厚壁与厚窗可以将交通/外部噪音降

至最低。

•	  关上门或安装噪音屏蔽设备以控制噪音（如，来自机器运作、生产活

动及建筑工地的噪音）。

环境



灯光

•	 安装灯罩或提供间接/缓冲后的照明以减少刺眼的强光。

•	 使用更强烈的色彩。对于老花的眼睛而言，颜色将会变得灰暗。

•	 在店面内，尤其是入口、出口和走廊提供充足的照明。

•	 在需要阅读或其他需要看文字的地方提供可直接使用的小型工作灯 

 （LED灯在这一点上十分好用）。

建议 

•	 调查表明人们更喜欢那些他们从小听过的音乐。如果您想拉近与老

年客户的距离，请播放那些他们知道和喜爱的音乐。

•	 使用地毯、壁毯、隔音天花板、隔音墙和隔板以创造隔音效果。

•	 顾客可能会难以看清强光下的物品。当人们岁数增长，他们对强光就

愈加敏感。

•	 工作灯可以用于货架便于顾客阅读标签，或者放在桌上便于顾客阅读

目录。最宜直接地从上往下照明，减少阴影。

合适的灯光及背景乐是积极的客户体验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人的年

龄增长，许多人都有听力/视力衰弱的问题。超过3千万的美国人以及每 

3名老年人中就有1名患有双耳听力障碍。老年人与他们年轻时相比，也

经常需要3倍的灯光。如您可以在设计您的商店环境时将这些因素考虑

进去，您将能改进所有客户的体验。



安全 

•	  运用亮色涂料或反光带清晰标注阶梯、下坡或任何楼层、高度、地面物

料的变化。

•	  在装卸货品时，尽可能保持通道清洁。

•	  保持您店面门口的人行道没有落叶、积雪或其他碎石。

•	  消除地毯褶皱避免行人滑跤及绊倒。您可以用胶水或胶带将地毯的

边角固定在地板上。

•	  立即清除水坑和水迹以避免顾客滑倒。

无障碍环境 

•	尽可能安装轻便门或自动门，或安排员工在需要时帮助开门。

•	确保室内门、大厅和通道都足够宽敞，可容踏板车或助步器通过。

•	确保一些休息区可容纳轮椅。

•	如果您的入口与地面不平行，请安置便携式斜坡。

洗手间 

•	提供公共洗手间，如有可能为客户设置特殊需求洗手间。

•	在够得着的地方安装卫生卷纸筒。

•	 	安装自动冲水控制或在厕所较宽一边侧面距地面不高于44英寸处安

装人工抽水控制。

设计



•	 	确保至少一个高度足够低的洗手池及烘干机，并预留一个轮椅的宽

度，以供使用轮椅的顾客使用。

便利 

•	 	 提供永久性的座位，或者根据顾客要求可提供临时休息座位。

•	 	在您的店面外安置长椅或休息区。

•	 	将商品摆放在顾客容易够到的地方或者安排员工在一旁帮助。

•	 	对于行动不便而不便出门的顾客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选择，或者为

不便在店内选购或不便前来店面的顾客提供取货服务。

•	 	通过电话、网站或店面入口处较便利的柜台接受订单。

建议 

•	 	更多详情，请参考《美国残疾人法案》关于洗手间的指导准则： 

www.adabathroom.com

•	 	露天座位有助于顾客逗留交谈并再次进入商店。

•	 	在老年人易于够到的地方，放置必需品、受欢迎的产品和适合老年人

的产品（灯泡、咖啡、茶、感冒药、维他命等）

•	 	在整个店面内留出3英尺宽的通道。

•	 	在楼层高度变化处设置斜坡，减少阶梯。

您的店面的布局及设计都需尽可能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没有人喜欢通

过狭窄的过道又或者站在货架上去拿摆放在高处的商品。在设计时充分

考虑以下顾客群体：老年人，带小孩或推婴儿车的家庭，身体健全程度不

同的个体等。请记住，老年友好型的设计也是顾客友好型设计！



体验

顾客服务

•	培训员工为那些有视觉及听觉障碍的人士提供帮助。

•	 	鼓励员工对每一位顾客态度尊重有加，耐心讲解，并在他们认为需

要时，有权提供额外的顾客服务。

•	 	教导员工对所有年龄段的品味及偏好都一视同仁，并避免其他年龄

歧视的行为。

•	 	培训员工以识别哪些人需要外在或医疗帮助，或识别哪些人受到了

人身管控或经济威胁。

•	 	针对如何处理诸如滑倒及事故的突发事件提供培训，并做到尽可能

维护顾客尊严。

沟通

•	  训练员工清晰并放慢速度讲话，但不要采用“老年人讲话方式”（运用

夸张的音调或过于简单的单词）。

•	  在培训员工时，注意让他们避免在与老年顾客说话或为引起他们注

意时过分提高音量，而是让员工轻拍顾客肩膀或者说一声“先生/女
士，打扰”。

•	  培训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在与听力不佳的顾客说话时降低音调。

人们往往对于低音调的嗓音能听得更清楚。



建议

建议

•	  为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购物服务或者安排员工专门帮助老年人阅读

产品标签，从货架上拿下商品并进行引路。

•	  如果您不能将送货作为常规业务，请考虑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特别

送货服务。您可以与快递服务公司合作。

•	  若员工能为任何需要帮助的顾客，包括老年顾客提供额外顾客服务，

您应不断奖励他们。

•	  不要向那些存在理解困难的顾客大喊大叫或过分大声地说话，以免

令他们尴尬难堪。

•	  遇到有F、S、K和SH的单词请加重读音，便于有听力困难的老年 

人理解。

•	  年龄歧视指基于年龄的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针对某人（尤其是老年

人士）的偏好、能力、收入或者想法以偏概全，得出歧视性的结论。

•	  您可以与当地的社区或者值得信赖的组织合作，以寻求相关培训机

会，更好地提供外在/医疗协助及应对人身管控/经济威胁的情况。

•	  为可预期及不可预期的灾害制定应对方案，并考虑您的哪些产品及

服务能够为满足老年人士的需求提供协助。

顾客服务和沟通能够决定购物体验的好坏。最近研究表明每3名50岁以

上的老年人中就有一位遇到了质量低下的服务，又或者在商店里感到因

年纪大而不被尊重。这个数字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更高达37%。良好的

购物体验意味着企业更好地从事服务与产品销售，顾客消费增加以及忠

诚度提高。糟糕的客户体验可以导致顾客的流失。



AGE 
FRIENDLY

NYC

twitter.com/AgeFriendlyNYC

facebook.com/AgeFriendlyNYC

Agefriendlynyc@nyam.org

www.agefriendlynyc.org

(212) 419-3542

© Copyright 2014 by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