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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口結構老化，高齡化程度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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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從7%上升到14%耗時

進入超高齡僅 7 年，高齡化發展速度 世界第一



生命歷程抵達終點之前，活得久v.s.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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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0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製作：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PRIDE指標資料庫



不健康餘命新高與慢性病、退化性疾病等 
非傳染性疾病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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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風險 風險危害 風險預防

高血壓

高血脂

不健康
飲食 有害酗酒

使用菸草肥胖

缺乏身體
活動

高血糖

4,100萬例死亡/每年

佔全球死亡人數 71%
死亡人數最多 4大NCD

1st   心血管疾病          1,790萬人

2nd  癌症                           930萬人

3rd   呼吸系統疾病         410萬人

4th   糖尿病                      150萬人

2018-2030年促進身體
活動全球行動計畫

2020年身體活動和久坐行為指引

3天
肌力訓練

多元功能運動

2天

平衡、肌力



宏觀和微觀因素影響下的健康軌跡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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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齡整體照顧政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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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typical” 
older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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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運動最佳化身體功能(Physical functioning)

高齡者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 of older Adults 
大多數長者至少有一種慢性健康狀況，且常見部分身體功能限制。然而，仍存在沒有慢性疾
病狀況的長者，且身體功能性良好，甚至在80歲以上的長者中也能夠找到這樣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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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衰弱 失能

預防&延緩
有效介入 有效介入

慢性健康狀況與損傷 功能限制



藉由運動改善或維持老化所面臨的挑戰， 
保持生活獨立性、避免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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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身體活動量與規律運動已被證實有助於改善認知功能、
生活品質、情緒及社交參與等健康面向。 

• 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相關計畫，發展各式篩檢評估工
具、培訓專業師資、建立完善之輔導網絡。 

• 在社區健康風險因子控制達成良好成效。



65歲以上高齡者運動與身體活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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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定義：個人對環境發揮有效率、有效能的適應能力。
（依類別屬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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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練與可能改善之功能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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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練類型 功能性任務
有氧耐力
阻力運動(上半身和軀幹)

阻力運動(下半身)

柔軟度運動(上半身)

柔軟度運動(下半身和軀幹)

神經適能活動 
(平衡、敏捷、協調及步態訓練)

可步行、從事需要耐力的活動與執行家務

舉起與移動物品、進行園藝或農務

從地板上站起、進出椅子或浴缸、上樓梯

轉頭查看交通狀況、抓背、梳頭髮、舉物

穿鞋襪、腳部清潔、剪腳指甲、彎腰取物

遛狗、過馬路、對意外失去平衡做出適當反應



漸進式設計與訓練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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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年齡增長，尤其超過50歲之後，

肌力會快速衰退，因此肌力訓練

格外重要。

而下肢大動作肌群之訓練會

跟維持生活功能較相關。

慢慢進階重量訓練、負重健身操、爬樓梯、

或其他大肌群訓練。

建議從高重複次數(12-15下)、低強度(55% 

1RM)開始，進階後可減少重複次數(4-6下)、提

高訓練強度(>80% 1RM)。



阻力訓練 v.s. 功能性訓練
• 研究指出，中、高強度之阻力訓練能夠增加長者肌力、肌肉量、骨密度，

有效預防骨鬆與肌少症，甚至有助於血糖控制。 

• 阻力訓練能夠改善長者體能並維持日常行動能力，降低跌倒風險與死亡
率。 

• 漸進式阻力訓練可以增加老年人的肌力與肌肉量，有效預防失能。 

• 阻力訓練對於提高長者日常生活活動(ADL)所能產生的改變很小，甚至無法
達到顯著。其中原因可能為，長者不懂得如何將肌力訓練的成果轉移應用
至ADL表現。 

• 若以改善ADL作為目標，功能性訓練比阻力訓練效果更顯著。

14Manini T., et al. J Gerontol. 2007. 
Liu, Cj., et al. Eur Rev Aging Phys Act. 2014.



依據功能性指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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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指標 功能性指標 ⽣活⽬標

肌⾁⼒量/肌耐⼒ 走路 ⾃我照護

有氧耐⼒ 攀爬樓梯 購物或差事

柔軟度 從椅⼦上站起來 家務

動作能⼒ 舉物或伸⼿臂 園藝

•平衡 •協調 彎腰或屈膝 運動

•速度與敏捷 •爆發⼒ 慢跑或跑步 旅⾏

⾝體組成

⾝體障礙                     → 功能性限制         → ⾝體失能
Rikli & Jones, 1999a, 2013b



肌耐力

身體組成

長者體適能檢測 
(Senior Fitness Test, S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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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體重 [身體質量指數(BMI)]

30秒椅子坐立、肱二頭肌手臂屈舉

心肺耐力

敏捷性與 
動態平衡

靜態平衡

柔軟度

2分鐘原地站立抬膝

椅子坐姿體前彎、抓背測驗

開眼單足立

2.44公尺椅子坐立繞物



教育部體育署 銀髮族體適能健身寶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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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銀髮族體適能健身寶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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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銀髮族體適能健身寶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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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銀髮族體適能健身寶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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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有益於預防或延緩慢性病惡化，但同時存在運動風險

21

長者學員對運動課程的

準備程度？
運動前
健康檢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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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前
健康檢核流程

其他工具：PAR-Q+ 
                      ICOPE 
                      SPPB 
                      easy評估

國民健康署 
全民身體活動指引



高齡者運動計畫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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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有氧運動 阻力運動 伸展運動

頻率
中等強度≧5日/周 
劇烈強度≧3日/周 

綜合中等到劇烈強度則3-5天/周
≧2日/周 ≧2-3天/周

強度

中等強度 
RPE 5-6 (0-10量表) 

劇烈強度 
RPE 7-8 (0-10量表)

低等強度 (初階者) 
40% - 50% 1RM 
中等到劇烈強度 
60% - 80% 1RM

伸展到有點緊繃的感覺就好

時間
中等強度30-60分鐘/日 
劇烈強度 20-30 分鐘/日 

分段運動每次至少持續10分鐘

8-10動作 
1-3組/動作 
8-12次/組

2-4次/動作 
伸展停留30-60秒/次

種類
持續性、長時間、有節奏性、使
用大肌群的運動，如：走路、腳

踏車、游泳

機械式阻力訓練、自由重
量訓練、自身體重訓練

任何可以增加柔軟度的身體活動，並
且以慢速執行，最後停在靜態伸展。

避免快速或彈震式伸展。



三段式運動設計必須涵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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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 主要
運動 緩和

5-10分鐘 5-10分鐘

有心血管疾病者，暖身與緩和時間要延長。
緩和時可融入伸展運動。

休息5分鐘
量測血壓

• 時間分配、動作合適性(進退階)、漸進/器材、注意事項 
• 有心血管疾病者，暖身與緩和時間須視情況延長。 
• 緩和運動時可融入柔軟度運動。 

每個段落約10-20分鐘



不同身體活動強度評估方式 

25



運動自覺量表 RPE (Rating Perceived Exe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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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scale (0 to 10) 
     0      Nothing at all 
     0.5   Very, very weak 
     1      Very weak 
     2      Weak 
     3      Moderate 
     4      Somewhat strong 
     5      Strong 
     6 
     7      Very strong 
     8 
     9 
    10    Very, very strong  
            Maximal 



運動強度之初始強度及漸進式原則

心率儲量%  or  初始體能

體能虛弱者

體能差者或
高齡者

體能優良者

平均體能者

體
能
改
善
比
例

(%)

• 漸進原則 

❖ 愈年長者、長期缺乏運動、

功能受限者的進程應愈慢 

❖ 每週的漸進量應不超過10% 

總運動量     (強度*時間*頻率)    

❖ 漸進的順序：先延長時間或

增加頻率，再提高強度
27



高齡慢性病者運動處方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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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個案慢病控制狀況，必要時先諮詢專業醫療或運動人員，依據需求進行進階的健康或
運動測試，以提供安全有效的活動計畫。沒有規律中等以上強度運動習慣者注意啟動期 

2. 運動計畫採緩和且漸進方式，進行低至中等強度20-60分鐘，每週3-5天的有氧與肌力訓
練活動 

◉ 有氧運動可採分段式運動，但每次應至少10分鐘 

◉ 肌力強化運動，應包括軀幹、大腿及肩臂等大肌肉群的活動 

3. 隨著運動計畫漸進，目標仍為每週至少累積150分鐘以上中等強度運動 

4. 針對活動能力較差的老年人，應增強其平衡及預防跌倒的運動， 每週3次以上 

5. 應視個人體能和健康狀況，儘量鼓勵健康的生活型態，彈性選擇平日合適的運動項目，
如：散步、健走、園藝工作、太極拳、踩腳踏車或球類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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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和時間
應從低負荷開始

尤其是對嚴重失能的長者、
功能受限、有慢性問題者，
先建立肌耐力、自信心，
以及學習恰當的動作技巧。

運動進展個別化

依個人偏好與耐受度調整，
對有嚴重失能或功能限制
的長者，運動設計要再保
守一點。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30



ICOPE 初階評估後聚焦「行動能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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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PB
量表

⾏動能⼒

B
⾏動
能⼒



VIVIFRAIL長者活力體能手冊概述
● 參加者之挑選 

● 70歲（含）以上之長者可以參與 

● 執行運動處方前，先確認有無相關禁忌症 

● VIVIFRAIL測試 
● 簡易身體表現功能量表（SPPB） 

● 跌倒風險評估 

● 訓練手冊分級：

32



VIVIFRAIL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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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項為 
SPPB測試

跌倒風險評估 

4. 近期跌到狀況 
5. 計時起走測試 
6. 行走速度測試 
7. 中度認知功能退化 

1. 平衡測試

2. ⾏走速度
測試

3. 椅⼦
坐站測試



計算分級評估結果

如礙於限制無法執行簡易體能狀況量表，而選擇使用 6 公尺步行測試，以

測得的數值作為體能訓練方案之建議。 

跌倒風險測試  

受試者如在第 4 - 7 項測試的任何一道問題回答為是，則表 示有跌倒風險。 
34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35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A 級⼿冊使⽤⽅式
➢ 讓受訓者知道 A 級⼿冊是發給無法從椅⼦或床上起⾝的⾼
齡者。說明透過⽅案的執⾏，⾼齡者或許能夠讓他們有再
起⾝的能⼒，或者⾄少能夠確保安全與⾃理能⼒，並減少
跌倒風險。

➢ 讓受訓者知道計畫會持續12 週，⽽且每天必須進⾏整回
合，每回約 30 - 45 分鐘。

➢ 唯有在⾼齡者的肌⾁⼒量有所提升後，才可開始進⾏步⾏
訓練。和⾼齡者逐⼀確認⼿冊的每個部分，並完成個⼈資
料部分。

➢ ⿎勵⾼齡者努⼒按⽅案進⾏訓練，並排定訓練完成的時
間，直到該期間結束為⽌。

36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37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38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B 和 B+ 級⼿冊使⽤⽅式
➢ 讓受訓者知道 B 級⼿冊（衰弱）是提供⾏走有困難或需要
輔助才能⾏走的⾼齡者。說明透過⽅案的進⾏，受訓者或許
能夠回復到不需要輔助情況下⾏走，或者⾄少能夠擁有⾃理
能⼒與平衡感。

➢ 讓受訓者知道⽅案會持續 12 週，⽽且每天必須進⾏整回
合，每回約 45 - 60 分鐘。

➢ 關於 B+ 級⼿冊，應檢視關於跌倒風險族群的建議。
➢ 與⾼齡者逐⼀確認⼿冊的每個部分，並完成個⼈資料部分。

➢ ⿎勵⾼齡者努⼒按⽅案進⾏訓練，並排定訓練完成的時間，
直到該期間結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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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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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C 和 C+ 級⼿冊使⽤⽅式
➢ 讓受訓者知道 C級⼿冊（衰弱前期）是發給有輕微步⾏困難，
同時也有起⾝或平衡困難的⾼齡者。對受訓者⽽⾔，最重要的
是要維持運動訓練，才能繼續保有步⾏能⼒。

➢ 讓受訓者知道計畫會持續 12 週，⽽且每天必須進⾏整回合，
每回約 45 - 60 分鐘。

➢ 關於 C+級⼿冊，檢視關於跌倒風險族群的建議。
➢ 和⾼齡者逐⼀確認⼿冊的每個部分，並完成個⼈資料部分。

➢ ⿎勵⾼齡者努⼒按⽅案進⾏訓練，並排定訓練完成的時間，直
到該期間結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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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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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D 級⼿冊使⽤⽅式
➢ 讓受訓者知道 D 級⼿冊（健康）是發給擁有最少體能
限制或沒有限制的⾼齡者。對受訓者⽽⾔，最重要的是

持續執⾏體能訓練，才能維持多年的⾃理能⼒。

➢ 讓受訓者知道計畫會持續 12 週，⽽且每天必須進⾏整
回合，每回約 45 - 60 分鐘。

➢ 和⾼齡者逐⼀確認⼿冊的每個部分，並完成個⼈資料部

分。

➢ ⿎勵⾼齡者努⼒按⽅案進⾏訓練，並排定訓練完成的時

間，直到該期間結束為⽌。

45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46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VIVIFRAIL 
分級操作 
⼿冊總覽

47資料來源：國⺠健康署

動作階段： 
坐→站→走 

訓練功能： 
肌耐⼒ 
(Strength and power) 
平衡及⾏走 
(Balance and walking) 
⼼肺功能(Cardiovascular) 
柔軟度 
(Flexibility) 

分級漸進週期： 
進⾏6-12週運動，逐級增
加活動強度及項⽬。



分級 週數 時間 總節數 訓練內容-輪狀圖 訓練內容-步⾏訓練

A 12 週⼀~週五 60 每天練習 可在輔助下從以⼦起⾝後，可以進⾏

B 12 週⼀~週五 60 每週3天、中間間隔⼀⽇(如⼀三五) 間隔之休息⽇進⾏步⾏訓練(如⼆四)

B+ 12 週⼀~週五 60 每週4天 每週1天

C 12 週⼀~週五 60 每週3天、中間間隔⼀⽇(如⼀三五) 間隔之休息⽇進⾏步⾏訓練(如⼆四)

C+ 12 週⼀~週五 60 每週4天 每週1天

D 12 週⼀~週五 60 每週3天、中間間隔⼀⽇(如⼀三五) 間隔之休息⽇進⾏步⾏訓練(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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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Ｃ、Ｄ Ｂ＋、Ｃ＋

分級手冊 
處方建議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調整⽔瓶重量

練習舉⽔瓶作為肌⼒訓練，因此必須要針對每個⼈調
整合適的重量。

• 裝滿 2 瓶 500 ml 的⽔瓶。
• 確認接受訓練者能夠將 500 ml 的⽔瓶重複舉起 30 次。
• 調整⽔瓶中的⽔量，直到接受訓練者能夠在有點費⼒情
況下，將⽔瓶重複舉起 30 次。

• 建議在 6 週後重新計算⽔瓶重量，並據此重新調整⽔中
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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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延緩失能運動導入VIVIFRAIL分級架構

50資料來源：國⺠健康署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長者活⼒體能訓練⽅案 VIVIFRAIL 簡介

不適應症清單
急性⼼肌梗塞或近期有不穩定的⼼絞痛

控制不良的⼼房或⼼室⼼律不整

剝離性主動脈瘤

嚴重主動脈瓣狹窄

⼼內膜炎／急性⼼包膜炎

控制不良的⾼⾎壓

急性⾎栓性栓塞症

急性或嚴重⼼衰竭

急性或嚴重呼吸衰竭

控制不良的姿勢性低⾎壓

急性代償不全糖尿病或控制不良的低⾎糖

過去⼀個⽉有發⽣骨折（肌⼒訓練）

其他您認為有礙個⼈從事體能活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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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端：VIVIFRAIL手冊應用模式

52
資料來源：國⺠健康署



社區端：VIVIFRAIL手冊應用模式

53資料來源：國⺠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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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https://vivifrail.com/tw/索引/



社區多元健康促進團體介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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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團體與社區現況調查、需求訪談。 

◉識別長者多元服務需求，發展社區團體服務模式。 

◉學員篩選或分級、課程教學工具及模式選擇(動/靜態)。 

◉辦理團體活動方案導入，過程紀錄與成果評價。 

◉自主健康管理能力培養與社區永續經營

現況調查 
需求訪談

規劃團體介入 
課程活動

試辦與維運 永續經營



長者社群資源盤點與團體型態

56

活動中心 公園社區 樂齡學堂 樂齡運動
團體

宮廟教會 長青學苑 社團活動 志工團體

眷村 農會漁會 運動中心 共餐據點



需求調查與訪談對象

57

◉場域管理者、地方意見領袖或師資/教練

健促需求 活動場地 師資 經費資源 活動時間

人員招募 社團經營 設施設備 困境

現有資源 地區需求 社區特性 社會資源 
引介 在地特色

◉公部門推動人員



多元健康促進教材製作
來源：國民健康署 健康九九網站、各地方縣市政府衛生局等 (統一樣式、識別性) 
教學應用方向：運動保健、健康管理、慢性病管理、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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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素材重新編列原則：盡可能完整使用、放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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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評估與社區評價工具應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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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測所需人力： 
– 考慮檢測項目及人數調整 

◉ 檢測所需時間： 
– 單次多項時間所需較長，建議於服務導入期間分項檢測 

◉ 檢測對象及時機： 
– 可視社區需求選擇適合之工具進行活動前後測，或針對個別長輩狀況

利用檢測工具個別評估及安排後續轉介

普及檢測 指向檢測



高齡者課程活動規劃重點項目
•需求評估 

1.主辦端 (國民健康政策推廣需求、健康促進議題倡議) 
2.單位端(執行聯繫、行政作業需求、團體規範、教學與學習環境管理) 
3.長者端(興趣喜好、健康需求、身體功能限制) 
•課程設計 

1.課前分析(人數、場地設施、健康與風險評估) 
2.課程設計(動靜態活動規劃、時間分配、輔助人力、教材教具) 
•評價修正 

1.主、客觀評價 
2.施測工具與施測方式 
3.回饋與人際互動連結 61

定期評估找出不同需求與可改善空間 
資源導入與輪轉 
經濟評估→永續經營之策略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長者健康輔導網絡社區說明會

-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