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知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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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素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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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長者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長者健康促進站
長者健康輔導網絡社區說明會



如何結合東部在地生活型態與長者需求
 設計長者健康促進課程
 高齡者的社團活動設計
 其他建議的授課型式

高齡者的課程活動設計 + 運動傷害防護



東部在地生活型態與長者需求



東部在地生活型態與長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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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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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身心靈依然活躍
專業技能扎實
多元融合
壯世代一起慢慢長大







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出新VS 初心



長者健康促進課程～出新VS 初心

複合功能
雙任務模式
Dual-Task 
Paradigm

生理 - 心肺、肌力、代謝
心理 - 成就、歸屬、凍齡
心靈 – 滿足、謝天、幸福



老化是人類自然發展的結果，也是不可逆的過程，
任何人都無法避免。透過正確且安全的運動方法，來達
到減緩老化以及維持和增進健康的專業知能。

老化是人類自然發展的結果，也是不可逆？



一、積極老化~出新

•「每天花幾分鐘，就可以建立新的腦部連結。

只要對腦部有益的，對身體積極老化也有益。」



1.小改變

2.用不同
方式思考

3.規律

運動

4.吃的

開心健康

5.玩

計時賽
6.維持

社交

7.工作

或志工

8.必要時
才用藥物

9.睡得好

10.維持

正面思考



二、頭腦體操

1.打開眼界，只用一隻眼睛的新方法體會世界

2.專心凝視，用一些小練習來強化眼力

3.鏡子反轉，利用相反的知覺挑戰心智

4.自由造句，用隨機選出的字詞來造句



1.打開眼界，只用一隻眼睛的新方法體會世界
注意：第一次練習時最好坐著。如果想要四處走動，請先確保眼前的通道暢通，避免任何
可能把人絆倒的東西。要記住，此時的遠近知覺會受到挑戰，所以要小心，緩慢移動。

五分鐘練習

每天至少花五分鐘練習
這個簡單的運動(或者一
天分成幾次較短的練習)，
挑戰自己的視知覺能力。

拿一條大方巾、手帕或
可以拆除的眼罩，蓋住
一隻眼睛，然後做你的
日常工作。看看在只用
一隻眼睛的情況下，視
覺表現好不好。知覺會
不會改變？接下來換另
一隻眼睛，看看事情有
沒有改變。



2.專心凝視，用一些小練習來強化眼力
注意：年長者可以用紅燈來減少眩光，可以把房間看得更清楚。

試試這個簡單的練習，
它的目的是操練視覺
協調性。需要工具只
有一支鉛筆。

頭擺正，直視正前方，
手握著鉛筆，橡皮擦
那頭朝上。

把鉛筆舉高到眼睛的
高度，左右來回、拉
遠拉近、上上下下地
移動鉛筆，隨時盯著
橡皮擦。記住頭要保
持不動。

一開始先做一分鐘，
每天至少做五分鐘(
想要分成幾次做也可
以



3.鏡子反轉，利用相反的知覺挑戰心智
注意：這種視覺的改變絕對會挑戰腦部平常看待世界的方法。

這是一個檢驗知覺
力的好方法。

體驗相反的生活。

在前面放一個小型
到中型的鏡子，花
幾分鐘時間看著鏡
子工作，因此你的
動作是相反的。

寫字或從事任何其
他工作時這樣做，
只要那些工作能讓
人研究鏡中影像。

例如：從鏡中練習
穿鞋、做功課、甚
至是著色，當視覺
被翻轉時，會發生
什麼狀況。



4.自由造句，用隨機選出的字詞來造句
注意：字詞造句，也可以是連編故事。字詞如：老牛、計程車、年終獎金、菜脯、碗粿、蘋果、電線桿、棒棒糖、
菜市場、夜市。文字遊戲會讓人上癮。很多人愛玩這類解謎遊戲，這也是成人間最受歡迎的動腦遊戲類型。

腦部老化時，仍會建立字彙，在概念間建構複雜的連結，但要找到適切的字來表達
想法時會有較大困難。

文字遊戲容易吸引注意力，促使人和人之間產生新的連結，也讓我們有機會去

【伸展】心智，跳出框框思考。自由造句，快速助長創造力。

步驟：找一張報紙或一本書籍雜誌，隨便翻開某一頁。選一個段落閱讀，寫下第五、
十、十五個字詞，以此類推，直到收集八到十個為止。這樣就可以開始玩了!利用這
些字詞來造句，只能用這幾個字～造出的句子愈俏皮、活潑愈好。



三、長者運動課程目標~初心

雖然每個人都會
老，但老的

不一樣。

同樣是70歲，在
生理、心理和社
會層面的狀態及
表現上可能有很
大的不同，有的
人維持良好的體
能狀態，有些人
則會感到大不如
前。

美國運動醫學會
指出老化會導致
心肺耐力和肌肉
適能衰退，而上
述兩項體適能的
優劣，是決定中
老年人未來是否
罹病、失能與死
亡的重要因素。

藉由有氧運動和
重量訓練可改善
心肺耐力與肌肉
適能，養成規律
運動習慣是非常
重要的高齡者健
康促進策略。



A. 改善心肺耐力的計畫

• 以有氧運動效果最佳

• 有氧運動的特質是大肌肉、有節奏、可持續較久的運動，
在運動過程中，氧氣供應充足，不會造成氧債和乳酸堆積。

• 建議高齡者以「有點負荷，尚可說話，但不疼痛」原則為
運動強度。



1.如有疾病，運動前要先看醫師，請教。
2.運動過程如有身體不適，則減少或停止運動。
3.享受有氧運動過程：不要「疼痛」。記住適度運動就可以產生訓練效果。
4.熱身與緩和運動，各約5~10分鐘。
5.注意環境安全，場地是否平整、照明是否充足，有無障礙物等。
6.預防脫水，隨時補水。
7.傾聽身體的聲音：腫脹、僵硬、無力或關節摩擦聲時，不要從事激烈運動，
應隨時調整訓練狀況。

有氧運動訓練應注意事項：高齡者從事有氧運動時以安全為第一考量，注意上列事項
可減少或預防不必要的運動傷害。



B.肌肉適能的訓練方法

日常活動與功能 肌肉群
提東西與肩部活動 肩部三角肌
日常活動與提拿物品 上臂肱二頭肌、肱三頭肌
上身控制與提拿東西 胸部肌肉
姿勢平衡與動作核心 腹部肌肉
脊柱控制與伸展下拉 背部肌肉
預防跌倒與足部活動 伸膝肌群、膝屈肌群
兩側與走路穩定 髖外展肌群、髖內收肌群
走路踝關節的彎曲與伸展 踝部背屈肌、足底屈肌/蹠屈



美國運動醫學會和美國心臟協會建議

運動方式：

重量訓練，8~10個
動作，訓練全身

8~10個大肌肉群。

運動強度：
10~15RM。

回合數：

1~3回合。

運動頻率：

每週至少2天。



決定運動項目的順序

運動項目的先後原則是先做大肌肉群，最後做小肌肉群。

但如果該肌群穩定會影響其他運動項目時，則此項目要排在後面訓練。
如仰臥起坐訓練腹肌，而腹肌是穩定其他動作的肌群，當腹肌疲勞可
能會影響伏地挺身或其他動作，那麼仰臥起坐的順序要排在後面。



重量訓練應注意事項

1.如有疾病，運動前要先看醫師，經醫師同意後再繼續運動。
2.運動過程如有身體不適，則減少運動強度或停止運動。
3.訓練過程中要有運動夥伴或指導員在旁協助，互相注意照顧。
4.每個動作的反覆次數約6秒，如上舉和下放各3秒。

5.動作不必太匆忙，應控制動作節奏。
6.重量訓練過程中不要閉氣，以免產生努責現象。



C.高齡者方便實施的平衡訓練

• 平衡是身體維持在穩定狀態的能力，分為靜態平衡與動態平衡。如站
立或坐著時，身體能穩定維持身體重心，即為靜態平衡；在移動或運
動的狀況下，重心雖然不斷改變，但仍能維持身體的穩定性，不會因
此失衡跌倒，則為動態平衡。但是老化無可避免的會影響身體相關系
統的平衡，包括體感覺、視覺、聽覺、神經系統，以及肌肉適能。



方法 範例

(1)減少支撐面

A.直線行走
B.靜態站立逐漸減少支撐面
C.由雙腳變成單腳站立
D.腳跟接腳尖向後走

(2)增加動作困難度

A.身體前後左右移動
B.腳尖站立增加難度動作
a.雙手扶椅子，雙腳腳尖站立
b.單手扶椅子，雙腳腳尖站立
c.不扶椅子，雙腳腳尖站立
d.不扶椅子，雙腳腳尖站立，閉眼
C.坐在有底座的抗力球VS坐在移除底座的抗力球

(3)減少感官作用
A.單腳站在軟墊上
B.減少視覺：閉眼、燈光調暗、墨鏡
C.單腳上在軟墊上，閉眼

(4)增加肌肉適能運動 加強下肢的肌肉適能，包含髖、膝和踝關節的彎曲、伸展、外展和內收等肌肉



D.體智運動~數字操 (體能+智能=雙重功能活動)



 



A.數字操0~9位置說明：由學員的左手拍左腿開始為1，右手拍右腿為2，雙手拍大腿3，雙手拍大腿4，
抬左腳踱步5，抬右腳踱步6，抬雙腳踱步7，雙手向上外展8，雙手做舉杯喝酒9，雙手張開向前推10。
B.由簡單到難，可先由坐姿到站姿(膝蓋微彎)。站姿的7為向上跳。C.二位數以上，由0~9的動作做組合。



高齡者運動傷害防護

•安全環境
•專業指導
•志工陪伴

•天時、地利
•人和



社團活動設計



1.放鬆與伸展：空中瑜珈



2.伸展與肌力訓練：彈力帶  



3.球體操(坐姿)：關節繞、拋、接



4.球體操(站姿)：關節繞、拋、接，單腳、雙腳、單人、團體  



5.平衡訓練：不穩定的著地面上，拋接球。例：滑動的板車+球



6.五感與專注訓練：溪邊高爾夫球



７.反應與協調訓練：拍擊球(各類球拍+大小球的組合變化運用)



８.團體互動
坐式足球：守門員可站姿、坐姿+球員坐姿足踢球進攻



９.專注與協調訓練：球不落地，手擊球

(各類球拍+大小球+正手拍、反手拍、上壓、跨步練習)



10.團體遊戲



11.放鬆與按摩

雙手划滾輪，手腕運動，可雙人互換角色。



12.銀髮族健身俱樂部
場地設備和人員需求：健身設備、運動器材、專業教練、志工陪伴







13.「慢食台東」~食客社
銜接養生休閒產業，涵蓋閩南、客家、眷村與新移民，還有阿美族、卑南族、布農族、魯凱族、
排灣族和達悟族等，讓每個族群都能「公平」地表達呈現飲食的主題。



14.翻轉老的想像~時尚、寫故事的人
76歲時尚老人林經甫：時裝走秀、剪輯錄影、油土伯…..自導自演，走在時尚大道

壯世代來臨翻轉銀髮族負面印象｜八大民生新聞 2021121310



15.站在比賽舞台
舞台戲劇、舞蹈、地方戲曲、琴、棋、書、畫………….



其他建議的授課型式

•聯誼：趴趴GO。

•主題日：COSPLAY（懷舊、職人、阿哥哥ㄆㄚ…）

•翻轉教室：由長者變身講者，說給ＯＯＯＯ聽。

•隔代共學：爺爺奶奶可以帶孫子一起上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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