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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臺中市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清單與簡介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 

CL-01-

0051 
L27-活力健康秀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施光庭主任 

0922-597678 

簡介 

1. 每週的運動時間為 1-2 次社區團體運動，由指導員進行運動說明及示範教導，由協助員協助失

智者進行運動。 

2. 維持社區失智者書寫能力及建立運動習慣，將請家屬協助記錄運動日誌，記錄每週的居家運動

練習情形，並且由協助員每周不定時地進行電話問安與運動確認，以利提升居家運動的執行率

及配合度。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 

CL-01-

0052 

L28-動手動腳動動腦， 

返腦還童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羅健安物理治療師 

0918-009581 

簡介 

有鑑於台灣老齡化社會日趨嚴重，近年來老年人口增加，臺灣已邁入高齡化的社會，老年人的活動

力也漸漸受到注視，老化是人體不可逆的生理過程，老化所影響的生理機能包括，骨骼肌肉控制能

力差、平衡衰退及步態不穩定、失智等；其中行走是人體的生活中常見的基本技能之一，然而身體

機能的老化影響著多數高齡者日常生活的行動力及行走意願，而失智影響更是大，除了個人的脫序

行為外更會影響到整個家庭及社區的生活，為了降低老化對社會的影響我們利用團體活動、簡單競

賽增加老人家動腦及與社會互動，以延緩老化、減少失智並讓老人家能夠有尊嚴的享受下半生的人

生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pmq

M3CKTW88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 

CL-01-

0053 

L29-紅繩懸吊運動、平

衡、穩定、更健康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許靜儀理事長 

0918-591226 

簡介 

藉由懸吊系統產生閉鎖運動鏈運動模式,使用力臂長短變化、懸吊點相對運動關節位置調整、繩索吊

帶高度、提升不穩定環境因素、製造運動複雜度等方式來增減運動難度,以接近功能表現的訓練,藉

由反覆運動練習可適時將訓練出來的能力轉移至條件類似的日常生活活動。此外,懸吊運動利用三維

空間訓練概念,讓動作更自然,以自身體重作為訓練阻力來源,可提升或改善肌力、肌耐力、平衡力、

課程影片連結： 

無 

https://youtu.be/pmqM3CKTW88
https://youtu.be/pmqM3CKTW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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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性、及穩定核心肌群,運動難易度可針對老人體能及失能狀況透過適當的評估後給予合適的懸吊

運動處方,並可設計為一對一或團體運動課程。藉由不同的運動設計，給長者不同的運動刺激可以有

效的提升長者的身體組成及對肌肉的控制能力，降低跌倒風險，減低疼痛減少臥床時間，讓生活更

有趣、更具活動力。讓長者的自我照顧能力得以提升，更有尊嚴的生活於社區中，進而創造社區長

者成功老化的典範。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 

CL-01-

0054 

L30-健康體適能全身動

起來，防跌好健康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許靜儀理事長 

0918-591226 

簡介 

方案內容依體適能進行活動設計(心肺耐力、肌力、柔軟度、身體組成)，根據文獻指出整體性的運

動訓練對於促進長者的身體功能活動是有效的，所以在活動設計上含團體及個人兩部份(個人為團體

活動後的返家作業)，團體活動可以增加長者的社交行為及團體的力量以達到事半功倍的訓練效果，

個別化的活動設計讓長者在回到家中時還能夠延續訓練的成果，實際執行時，會由物理治療師依參

與個人及團體特色及能力進行調整，藉由不同的課程設計讓長者在這十二週的課程中可以改善心肺

功能，讓生活品質提升，讓長者可以更隨心所慾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肌力和柔軟度的改善可以

減少長者跌倒的風險及提高自信度活得更自在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減少臥床時間。加上體重的控

制更可以活得更輕鬆降低慢性病的風險。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 

CL-01-

0055 

L31-預防及延緩失能照

護方案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中杏社會福利基金會 

張如姍 

04-22359622 

簡介 

規劃以個案為中心，針對失能及失智的危險因子規劃六大預防照護主題，包含肌力強化運動、生活

功能重建訓練、社會參與、口腔保健、膳食營養及認知促進等，並以整合方式提供複合式預防及延

緩失能照護方案，進而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體系，以維持及增進失能

長者之健康與生活品質，延長國人健康平均餘命，達到預防失能、延緩失智及成功老化之目標。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 
CL-01-

0057 
L32-音樂趣味肌力訓練 中臺科技大學 

邱淑卿助理教授 

0937-766801 



3 
 

簡介 

音樂趣味肌力訓練包含三部分：暖身操、智能訓練暨肌力訓練、放鬆操。主要工具是磅沙包、握力

球。沙包可以戴在腕關節或踝關節上，以進行負重式肌力訓練，主要訓練上肢與下肢之肌肉力量。

使用前先進行肌力測試，定期評估負荷重量或負荷時間，執行執行負重每次至少 30分鐘。兩次負重

時間間隔至少 48小時。選用非手拿式的負重器材，可黏貼固定在關節處，較不易因疏忽掉落而致受

傷。另外，握力球工具主要訓練手掌及五指之力量。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5szUYGYR

X74   

https://youtu.be/67h

l-J-bRxQ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7 

CL-01-

0058 

L33-銀向朝陽樂齡活力-

多元輔助療法 
朝陽科技大學 

洪瑞英副教授 

0988-156327 

簡介 

強化肌力運動、增加柔軟度及生活體適能、保健口腔、拓展人際關係、找回社會參與感及健康營養

觀念導入，以多元療法包含健康促進(團康活動、養生與健康關懷講座)、藝術療法、園藝療法及音

樂療法，共同匯集而成，將課程精華濃縮，並有效的傳遞給資源較不普遍的衰落老人使用使其逆轉

衰弱，延緩失能的發生。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8 

CL-01-

0064 
L6-平衡暨體適能運動 天才寶貝潛能激發有限公司 

賴郁芬 

0928-058521 

簡介 

藉由運動訓練課程或健康促進相關課程講座，教導社區志工 10-12名，強化健康生活要素，了解適

當運動有助身心整體健康之概念，使正確預防保健及運動觀念得於社區或個人之中累積。執行方式

如下： 

1. 12周運動課程中，每週有 2次由指導員與協助員帶領的團體運動，包含運動說明及示範教導；

以及指導員提供當周每天的居家運動處方，由參與者居家自行練習運動。 

2. 為提高出席方案參與率，將記錄長者出席情況，於最後一次活動時頒發全勤禮物。 

3. 為養成長期的運動習慣，將提供高齡者運動日誌記錄每天的居家運動練習情形，並由志工或協

助員每周不定時抽查確認居家運動執行狀況，提升居家運動的執行率及配合度。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9 
CL-01-

0065 
L7-返老還童樂活運動 天才寶貝潛能激發有限公司 

賴郁芬 

0928-0585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zUYGYRX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zUYGYRX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zUYGYRX74
https://youtu.be/67hl-J-bRxQ
https://youtu.be/67hl-J-bR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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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藉由運動訓練課程或健康促進相關課程講座，教導長輩及社區志工強化健康生活要素，運用社區模

式推動在地老化，透過跨專業服務團隊建立長期可發展之課程。執行方式如下： 

1. 12周運動課程中，每週有 1-2次由指導員與協助員帶領的課程及團體運動，包含運動說明及示

範教導。 

2. 為提高出席方案參與率，將記錄長者出席情況，於最後一次活動時頒發全勤禮物。 

3. 為養成長期的運動習慣，將提供高齡者運動日誌記錄每天的居家運動練習情形，並由志工或協

助員每周不定時抽查確認居家運動執行狀況，提升居家運動的執行率及配合度。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0 

CL-01-

0066 
L8-健促體態班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高祺菱 

04-22060695#530 

簡介 

方案設計原理以感覺統合治療為理論，感覺統合是視覺、聽覺、觸覺、前庭覺、本體覺，這些感覺

信息經過大腦統合作用，完成對外再做出反應，使大腦和身體協調。張淑貞在銀髮族感覺訓練之探

討裡提到，一個具備良好感覺統合和動作能力的銀髮族，無論在靜態或變動的環境中，都能保持穩

定的姿勢、注視環境、追蹤目標，並能靈活地運用身軀、四肢和雙手，對感覺刺激作出恰當、準確

和快速的情緒及動作反應，而這些反應是提高他們生活適應能力的重要元素。因此，藉由聽、視、

觸、嗅、味覺及動作等感覺運動的訓練來增加銀髮族對感官的刺激，以維持銀髮族腦部的敏感及警

覺度，促進他們與外界環境有更好互動機會。此方案由弘道老人基金會與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系暨美

容科技研究所丁秀毓助理教授，共同設計方案內容與帶領，擬以長者的肢體體態展演為主題來設計

包裝，增加長者參與的吸引力，給予長者愉快的感知刺激經驗及娛樂，使長者建立自信心，並設計

成果展演，增加其內在驅動力，一種發自內在，強而有力的動力，透過與環境的接觸與互動，而使

其能力不斷地發展出來，達到自我實現的過程。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wB_

3sS3dZs8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1 

CL-01-

0071 

L11-預防及延緩失能照

護方案-輕度失能(智)老

人班-頭腦體操班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康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陳怡廷 

04-26877656 

簡介 
頭腦體操班的課程，長輩透過的日常生活中設計有趣及生活化的活動，運用遊戲方式增進長輩認知

功能的訓練，延緩的腦部與肢體的退化，並增進長輩在團體中的人際互動、口語及肢體的表達。 

課程影片連結： 

無 

https://youtu.be/wB_3sS3dZs8
https://youtu.be/wB_3sS3dZ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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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2 

CL-01-

0072 

L12-高齡者保命防跌課

程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關顧協會 

王世欽理事長 

0985-697270 

簡介 
由人體育防跌倒理論開始，續以中西式防跌運動的編排與介入，再配合多樣輔助器材，以達到從認

知面及技術面預防高齡者跌倒的目的。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3 

CL-01-

0073 
L13-活力有 GO讚 耆老林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虔珮 

04-23863730 

簡介 
透過每周的健康知識講座，提升長輩健康知識，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疾病危險因子，並透過活潑有趣

的互動遊戲拓展社交關係，最後搭配最專業安全的體適能運動，以達到身心靈健康。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channel/UCaxciAh

QxfF4NacnpVBf_Bg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4 

CL-01-

0074 

L14-物理治療高齡重訓

肌力強化方案 
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整合服務協會 

洪曼珊 

0937-122794 

簡介 

1. 本方案由具運動復健經驗之物理治療師擔任師資，設計適合衰老及失智高齡者之重量訓練活

動，不同於一般重量訓練，課程設計包含腦部活化與認知功能訓練，利用腦部動作計畫迴路活

化來增加身體肌肉記憶，延緩老化。 

2. 團體課程活動設計也包含社交互動，讓課程活潑有趣。此方案適用範圍廣，男女不拘。課程中

也針對個別學員給予個別化動作指導，設計家庭作業督促學員增加每周運動頻率。 

3. 為使長者增加自主活動等相關健康表現(基本生活體態)，課程整合各專業理論，致力提升功能

性(表現、活動)，可降低照顧負擔及改善生活品質，達到自立支援照顧目的。此一課程為老人

健康促進(日常生活體能表現)，達到健康生活及有效運動基本之水平。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5 

CL-01-

0078 

L18-衰弱 OUT(拗) 樂活

GO(夠)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許齡尹 

(04)3606-0666*3471 

簡介 衰弱 OUT(拗)樂活 GO(夠)─「肌力強化運動」、「社會參與」、「認知促進」及「生活功能重建」等多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xciAhQxfF4NacnpVBf_B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xciAhQxfF4NacnpVBf_B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xciAhQxfF4NacnpVBf_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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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介入照護模式，以延緩年長者衰弱與失能。期待長輩們雖可能隨著年齡增長、共病或初期的衰

弱，因為參與本方案而可改善部分功能或至少可延緩失能的速度。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6 

CL-01-

0081 

L20-銀髮長者複合式介

入 
社團法人台灣適應性水中活動暨動作知能發展協會 

李郁瑩 

0921-266416 

簡介 

內容包含四大主題，以重建長者之身體活動能力、口腔功能、認知能力和人際互動能力分別敘述

之。 

65歲以上因健康狀況而未能運動之比例高，且因各類疾病所致後遺症造成行動能力障礙，無法行走

或須使用輪椅、輔具協助等不同程度障礙，嚴重影響日常生活。長者由於運動技能不足，及行動能

力受限，對從事運動容易感到疲累，而限制其開始運動及持續運動的惡性循環。面對高齡化社會來

臨，實有必要對於不同行動功能長者設計適合運動模式，改善其行動能力，增加身體功能，並增加

規律運動人口。透過實證介入有效且適宜之多面向巡迴訓練運動模式(circuit training)改進長者

身體功能及動、靜態平衡，進而提升老年獨立生活能力。 

老化影響口腔功能之生理機轉如口腔黏膜及口腔感覺退化、口咽部肌肉力量下降、吞嚥及咳嗽反射

消失或延遲、舌骨移位及舌骨會厭韌帶肌肉的改變。隨著口腔功能的退化，老年人多為邊吃邊咳，

甚或吞嚥時有卡卡的、吞不乾淨的感覺，這些吞嚥困難的問題或嗆咳就會造成脫水、吸入性肺炎和

營養不均衡等生理問題並出現抗拒進食或社交活動等心理問題(研究文獻顯示，六十五歲以上的年長

者有超過 15%出現吞嚥異常的症狀)。另外，咀嚼能力的減弱則會改變老人對食物的選擇和營養。咀

嚼能力增加，可以增進腦部血液循環，進而促進老人的全身性健康。只要讓長者執行口腔功能訓練

(如:每天健口操 10分鐘)，不僅有助於延緩口腔機能退化速度外，還可加強攝食與吞嚥機能，預防

窒息、誤嚥及吸入性肺炎，進而提升生活品質，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對中老年人牙齒保健的 80歲時，

至少有 20顆牙能正常咀嚼的目標。 

老年人對於身體之改變及身體功能的退化，肢體功能的不便，易有情緒低落及憂鬱的現象，外出次

數減少造成孤獨感增加，人際互動及社會參與降低，造成情緒壓力大控制感降低，失能的老年人因

肢體功能的受限，造成許多生活上的不便。桌遊可增加其社會人際互動之效果，發展知識認知並借

由遊戲培養對事物學習的興趣。 

隨著台灣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失智症是常見且大家關心的疾病之一。失智症除了會影響患者認

知、情緒、日常生活功能以外，也會造成問題行為的發生，這些均會增加家屬的照顧壓力和負荷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fS02TWLb

_GU&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02TWLb_GU&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02TWLb_GU&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02TWLb_GU&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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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只能將患者送往機構照顧。園藝活動過程透過聽覺、觸覺、嗅覺、視覺以及味覺的五種感官刺

激，以及人與植物的親密關係，可以顯著降低失智長者的問題行為、提高日常生活功能、降低焦

慮、改善睡眠品質、促進自我表達、增加生活趣味和變化與增進社會人際互動。 

編號 方案編號 名稱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7 

CL-01-

0082 
L21-銀髮太極養生操 弘光科技大學 

張嚴仁主任 

0923-208893 

簡介 

本課程的內容以楊家老架太極拳的功法融合運動科學與老人體適能的原理設計兩套太極養生操包含

站姿太極操與坐姿太極操；以太極拳慢與知覺運動的理念來設計運動內容適合銀髮族來參與，設計

的內容包含暖身、柔軟度、肌力運動、有氧運動、緩和運動，並且加入神經肌肉控制的元素，增加

老人身體的活動能力，是全方位而安全的運動，也是符合東方特色的運動，而且不需器材方便在社

區推廣，並且在實務研究上具有實證的效果。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vlqlTDMa

Btc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6IXhRaaZ

_E8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yiSjiKsQ

Mko 

編號 方案編號 名稱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8 

CL-01-

0083 

L22-預防及延緩失能照

護班 
福康關懷協會 

鍾秀雲 

04-25131175 

簡介 

本課程的目的在比較社區老人參與太極養生操訓練前、後，其健康體能與認知功能之差異；同時比

較介入太極養生操訓練的社區老人與未介入太極養生操訓練者，其健康體能與認知功能之差異狀

況。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名稱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19 

CL-01-

0084 
L23-迎向健康踏步走 社團法人臺中市清心社區福祉發展會 

詹慧君 

04-24862567   

簡介 
方塊踏步運動是由日本國立大學教師群所開發的一種踏步運動，是一種安全、有科學根據、不容易

讓人感到厭煩的運動，是一種有「玩樂的心」及「容易參與」特性運動、是一種有效果、有魅力的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y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qlTDMaBt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qlTDMaBt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qlTDMaBt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XhRaaZ_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XhRaaZ_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XhRaaZ_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SjiKsQMk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SjiKsQMk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SjiKsQMko
https://youtu.be/yBiiZwhsn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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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運動，是一種適合各種年齡層者（兒童至年長者）的運動。在以預防高齡者的失能（要介

護）為目的時，推行此運動對高齡者的生活機能和心理社會機能的改善非常重要，因此本協會著重

於預防高齡者的失能此觀點，派工作人員參加方塊踏步協會所舉辦的「方塊踏步指導員資格檢定講

習會」，期望經課程與術科授業，而取得日本方塊踏步協會所發放之銀髮族指導的國際證照後能提供

服務。期許透過方塊踏步運動來服務社區中的高齡者們能獲得健康與體能，且於服務後進行再次評

估以了解服務之成效。 

iZwhsnPY 

編號 方案編號 名稱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0 

CL-01-

0131 

L107-預防及延緩失能、

失智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 

陳文枝 

04-22361431 

簡介 

預防與延緩失能、失智方案之規劃設計，乃是將中醫之”治未病”、”辨證論治”及以人為本的”

整體醫療”等理論，結合公衛預防體系的三段五級與現代醫學的的觀念，針對衰弱老人及輕度失

能、失智之預防保健，除了將中醫藥相關規劃設計措施被動式給予的教育訓練長者外，更提供長者

主動參與式的自主練習與運動，藉此以對衰弱老年人或輕微失能、失智老人，能達到預防、延緩甚

至於治療的目的。 

本方案以衰弱老人及輕度失能、失智者為對象，以失智、骨質疏鬆症及高血壓為主題，將中醫之經

絡穴位按摩養生保健、足浴養生保健、氣功導引運動鍛鍊、飲食養生保健，經由教育訓練教導衰弱

老人及輕度失能、失智者，將此導入其生活作息當中，使長者能自主、恆常的鍛鍊，以達到預防與

延緩失能、失智，並且提高其生活品質與健康長壽的目的。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1 

CL-01-

0171 
L163-樂活創意延緩失智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 

蔡英美教授 

04-22391647分機 6253 

簡介 

失智症是腦部功能的多方面退化，隨著腦神經細胞病 變擴大，終至生活無法自理。預防失智最重要

的策略是 「增加腦本、多動腦」，但並非僅增加知識的記憶式學習， 而是大腦全區運動。透過互動

有趣的創意系列活動，讓參與者了解失智相關知能，進而了解活化記憶力之關鍵，並運用活動設計

與團體互動，激發長者大腦心智，藉此活化腦部機能，降低失智疾病之發生。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EDUlVwQg

9us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2 CL-01- L176-循環式肌力(阻力) 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楊雅婷 

https://youtu.be/yBiiZwhsnP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UlVwQg9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UlVwQg9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UlVwQg9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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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 訓練-衰弱老人組 22053366#7602 

簡介 

本方案透過團體訓練的方式來執行肌力與有氧訓練，並在每一次訓練結束後都利用自覺量表(RPE)來

記錄每位學員的強度負荷。 

課程開始會先進行老人常見問題之衛教(約 20-30分鐘)。主訓練課程則以 20 分鐘的中低強度有氧

舞蹈運動作為暖身，接著以彈力帶或啞鈴進行 8-10個動作組成之循環式肌力訓練，訓練全身的大肌

群，包括：(1)臀大肌(2)股四頭肌、腿後肌(3)小腿肌群(4)臀外展、內收肌群(5)胸部肌群(6)背部

肌群(7)肱二頭肌、三頭肌(8)肩部肌群(9)核心肌群，每個動作重複 8-12次(1分鐘)，動作與動作間

休息 30秒，需完成 3組，組與組之間則休息 2分鐘。前 4週課程每個動作的強度大約維持約 1RM 的

40-50%(約 20-25 RM)，自 5 週起強度視情況逐漸調整到 1RM 的 60-80%(10-15 RM)。最後收操採用全

身大肌群的伸展運動(15分鐘)，以減緩訓練造成的肌肉酸痛與緊繃。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3 

CL-01-

0177 

L168-循環式肌力(阻力)

訓練-輕度失能組 
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楊雅婷 

22053366#7602 

簡介 

本方案透過團體訓練的方式來執行肌力與有氧訓練，並在每一次訓練結束後都利用自覺量表(RPE) 

來記錄每位學員的強度負荷。 

課程開始會先進行老人常見問題之衛教(約 20-30分鐘)。主訓練課程則以 20 分鐘的中低強度椅上

有氧運動作為暖身，接著以彈力帶或啞鈴進行 8-10個動作組成之循環式肌力訓練，訓練全身的大肌

群，包括：(1)臀大肌 (2) 股四頭肌、腿後肌(3)小腿肌群(4)臀外展、內收肌群(5)胸部肌群(6)背

部肌群(7)肱二頭肌、三頭肌(8)肩部肌群(9)核心肌群，每個動作重複 8-12次(1分鐘)，動作與動作

間休息 30秒，需完成 3組，組與組之間則休息 2分鐘。前 4週課程每個動作的強度大約維持約 1RM

的 40-50% (約 20-25 RM)，自 5週起強度視情況逐漸調整到 1RM 的 60-80% (10-15 RM)。最後收操採

用全身大肌群的伸展運動(15 分鐘)，以減緩訓練造成的肌肉酸痛與緊繃。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4 

CL-01-

0271 
活化銀齡腦適能運動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關顧協會 

王世欽理事長 

2406-3624 

簡介 
透過有氧健走、椅上有氧、跨越人體中心線運動、手指運動及疊杯、拋接等手眼及四肢協調的運動

訓練，試圖增進腦血流以及相關的認知功能刺激，讓更多的神經系統資源參與，以達到延緩認知障

課程影片連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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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或失智進程的效果，進而達到較佳的生命品質。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5 

CL-01-

0272 
銀髮族樂活保健運動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陳百鍊 

0921-375671 

簡介 

課程編排會訂定(1)長輩個人化的運動處方(2)確保活動的安全性(3)成功建立長輩規律的運動行為。

課程中要領： 

1. 活動前的評估與說明(20 分鐘) 

2. 暖身操(20分鐘) 

3. 休息、長輩補充水分(10 分鐘)  

4. 主要活動(40分鐘)緩和活動(20分鐘) 

5. 長輩分享活動日誌表(10 分鐘) 

■器材：寶特瓶(加水)、治療球、彈力帶、椅子、音樂設備、懷舊道具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6 

CL-01-

0273 
銀色年華的運動教室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陳義豪 

0920-668111 

簡介 

經由專業人員針對體適能、認知、人際互動及日常生活功能…等目的，設計互動式遊戲、舞蹈、運

動競賽等各式活動，提供促進失能或衰弱老人之體適能、人際互動、日常生活功能重建課程、腦力

活化，增加老人社會參與能力，以及提升老人自我認同與社會價值、延緩腦力退化，並同時針對銀

髮族常見傷害：跌倒，進行平衡與敏捷訓練，加強預防跌倒相關衛教與訓練課程。 

課程設計上，每週課程皆由體適能活動搭配互動式遊戲，採用適當的體適能活動強度(其中包含了暖

身運動、主要運動、緩和運動，並針對不同族群設定適宜難度的活動策略，如：姿勢改變、物品操

作之難易程度、協助多寡之改變)。同時設計認知與腦力活化的互動式遊戲，兼顧身體適能促進、腦

力活化並提供認知刺激。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7 

CL-01-

0274 
複合式平衡訓練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劉秀之 

04-22200516 

簡介 複合式平衡訓練指的是以雙重工作導向為主的平衡訓練，也就是說在訓練維持平衡時加入其他活 課程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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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最常是指伴隨認知活動的進行。因為真實情況下，人在從事日常活動時都不可能全神貫注在自

己的平衡反應，如人走路會與他人聊天或查看路況，穿衣服時要坐的穩又要記得穿衣順序，因此要

預防跌倒絕不能單就平衡能力單獨訓練，其次諸多文獻也顯示雙重工作導向的平衡訓練的成效比單

一工作有顯著增加的差異。 

複合式平衡訓練課程除加入認知活動，其次另一項重點設計為融入功能性活動，因為衰弱老人甚至

輕中度失能的長者在日常活動的參與漸漸失去獨立性，許多文獻也指出強調功能性平衡訓練比單一

姿勢平衡訓練對失能者在認知功能與日常生活獨立更具有療效，因此本方案的課程主軸為融入認知

活動與功能性活動為主的複合式平衡訓練。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8 

CL-01-

0275 

樂活舒氧椅上運動預防

延緩方案 
多元全人企業社(多元全人產業育成研習組) 魏國鼎 

簡介 

此次方案課程將以高齡在椅上及站姿運動，如椅子上和站姿有氧運動、椅子上和站姿肌力運動、椅

子上和站姿伸展操運動，如果您在機構服務大多是坐輪椅的長輩，最重要的是以安全、簡單易懂、

有效的方式，讓老人可以參加運動，進而提升活耀老化，延緩維持高齡者機能退化。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zOf

ict07-g4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29 

CL-01-

0345 
銀髮肌力運動課程 紫宸運動實業社 

呂芳瑩 

0916-128764 

簡介 

本方案觀察到大部分台灣高齡長者普遍有肌肉流失之問題，造成身體姿勢不佳、骨質磨損退化、外

觀普遍佝僂無精神，因而設計針對高齡長者的肌力活動。 

大部分長者普遍存在骨盆及股骨大轉子缺乏靈活度以及有著厚重的腹部脂肪與鬆弛的下腹肌群，造

成長輩下腹韌帶過緊或是過鬆，或是容易有泌尿控制不易以及骨盆帶痠痛問題，方案期待長者能獲

得下腹肌群訓練知識。 

本活動方案帶領長者去了解自己的身體肌肉群，並且帶入關節保護的概念，讓長者去了解關節退化

與姿勢不良其實與肌力退化息息相關，並且可以自我執行肌力活動，達成肌肉訓練的行為。 

 搭配活力音樂與節拍，引領長者達成每週肌力訓練，逐步強化各部位肌群，進而達到體態改變與

肌肉力量強化之功效。 

課程影片連結： 

臉書搜尋「紫宸運動實

業社」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https://youtu.be/zOfict07-g4
https://youtu.be/zOfict07-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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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L-01-

0346 
樂齡水中有氧 紫宸運動實業社 

呂芳瑩 

0916-128764 

簡介 

本方案由呂芳瑩專業師資在擔任游泳教練 12年期間觀察銀髮族運動需求與型態發現:65歲以上長輩

在訪談中提出了腰部負擔與關節負擔等問題而開始想學習游泳。而游泳需要具備較多技巧還要克服

水中恐懼與發展水適應，因此 65歲以上高齡長輩往往不易習得泳技。 

本方案設計將陸上常用的運動概念結合水中特性與水中常用動作，即便是不會游泳技能之長輩，也

能藉由水中運動改善所謂姿勢不良或是關節問題，也藉由水中運動去增強長輩因老化而逐漸流失的

肌力，也滿足長輩對於水中活動的好奇心與增加運動動機。 

本方案也特別重視長輩水中安全，本單位一律與合格泳池合作，並要求現場配置合格救生員且有 AED

裝置，水深則選擇 120-140CM 水深高度做為長輩運動之區塊場所。本單位授課教練與講師皆聘用有

合格救生員證照之人員。 

課程影片連結： 

臉書搜尋「紫宸運動實

業社」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1 

CL-01-

0347 
作伙來辦「桌」 易習路得兒童學習創新社 

林柏堅 

0982-867013 

簡介 

研究指出，台灣平均失智老人年齡和亞洲國家相比，是小了 10 歲左右。而且隨著人口老化，失智人

口明顯增加，目前全世界平均不到 7秒鐘，就新增 1名失智症。期望透過樂齡桌遊活動遊戲，促進

各種領域的多元提升。桌遊亦是最溫和零傷害的體能復健最佳功能，是教導長輩及各機構、各社區

強化健康繽紛生活選擇。並運用桌遊輕鬆愉快的氛圍， 提高長輩參與次數與動機。 

藉由 12週的桌遊課程， 涵括了肢體帶動唱和各款桌遊，來促進彼此間的社會參與重建年長者的活

力自信以及自我認同。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J6s

607sQnXs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2 

CL-01-

0348 
動手做出自「積」 桃樂絲童書坊有限公司 

蔣新憲 

04-22426127 

簡介 

隨著平均壽命延長，腦部衰退的疾病如失智逐漸引起國人注意。其實，只要善加利用身體本身的感

官知覺，就能幫助延緩失智的進程。舉凡眼、耳、鼻、口、觸覺均可善加利用，透過感官刺激大

腦，延緩症狀。在利用 觸摸積木、操作積木的同時，可以刺激腦部。在搭建積木的過程中亦可誘發

主動思考、判斷、觀察、聯想、發想等邏輯能力以減緩退化。因為大腦可以感覺、辨認不同的質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Kq0

h7sePgfY 

https://youtu.be/J6s607sQnXs
https://youtu.be/J6s607sQnXs
https://youtu.be/Kq0h7sePgfY
https://youtu.be/Kq0h7sePg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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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溫度與形狀。為失智的家人準備一些刺激觸覺的小玩意如積木，可使失智者的記憶不致流失太

快。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3 

CL-01-

0414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社團法人台中市基督教青年會 

蔡雅雯主任 

04-22200603*76 

簡介 

透過腦動、口動、運動、互動的四輪傳動健康老化課程，以安全、有趣、易懂的教學法教導長者，

要有維持健康、延緩衰老、遠離失智，失能風險的觀念和實作方法，以避免自己衰弱，臥病在床，

造成家人及社會的沈重負擔。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NGvrvUy3

mik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4 

CL-01-

0415 
防漏骨盆保健運動 臺灣動齡創智健康促進協會 

賴郁芬 

0928-058521 

簡介 

藉由運動訓練課程或骨盆保健相關課程講座，教導社區志工 5-10名，強化骨盆保健概念，使正確失

禁預防保健及下盤運動觀念得於社區或個人之中累積。執行方式如下： 

1. 12周運動課程中，每週有 1次由指導員與協助員帶領的團體運動，包含運動說明及示範教導；

以及指導員提供當周每天的居家運動處方，由參與者居家自行練習運動。 

2. 為提高出席方案參與率，將記錄長者出席情況，於最後一次活動時頒發全勤禮物。 

3. 為養成長期的運動習慣，將提供高齡者運動日誌記錄每天的居家運動練習情形，並由志工或協

助員每周不定時抽查確認居家運動執行狀況，提升居家運動的執行率及配合度。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Kq0

h7sePgfY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5 

CL-03-

0003 

戲劇治療五階段整合模

型運用-戲劇人生 
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郭姿秀主任 

04-23890781 

簡介 

運用戲劇及治療的概念，豐富據點活動課程內容，成為服務特色；透過操作培訓及活動參與，協助

參與者活化身體機能、增進人際互動。本服務規畫採用戲劇治療五階段程序：戲劇性遊戲、情境演

出、角色扮演、演出高峰、戲劇性的儀式之串連設計，藉由口語、肢體、表情及情緒相關符號融合

交流，在真實或虛假的情境間，進行意象表達、創作性架構與經驗認知統整。本計畫考量衰弱老人

特性及指導者過往經歷，故以不違反戲劇治療程序運用原則下，採以 Emunah 於 1994年提出之「戲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G7vtmhSh

Xg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vrvUy3m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vrvUy3m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vrvUy3mik
https://youtu.be/Kq0h7sePgfY
https://youtu.be/Kq0h7sePgf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7vtmhShXg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7vtmhShXg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7vtmhShXg4&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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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治療五階段整合模型」，分別為：戲劇性遊 戲、情境演出、角色扮演、演出高峰、戲劇性的儀式

等五階段(陳凌軒，2006， 2007)進行操作。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6 

CL-03-

0004 

社區有愛，年老無礙─

─安全教育與懷舊治療 
永錡護理之家 

林育辰 

04-26224788 

簡介 

以生活安全、健康知識、心靈成長、人際交往及貢獻服務五大主軸，進行方案規劃，生活安全、健

康知識部份以詐騙集團足多種、機器用久嘛也舊、這個牌子足有名三個主題進行宣導講座，接著透

過一系列的故事，讓長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體驗藝術創作，以期達到心靈成長、人際交往的效

果，最後發掘自身的專長與興趣，進而再次投入從事生產或服務的事情，使高齡者肯定自我的價

值。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7 

CL-03-

0012 

認知促進-健康樂活(輕

度失能(智)者懷舊頭腦

體操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吳麗芬教授 

04-22196990 

簡介 
懷舊頭腦體操班屬於認知促進的預防及延緩失能(智)方案，針對社區輕度失能(智)者提出預防及延

緩認知退化、增強社會參與、增強生活功能方案。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8 

CL-03-

0029 

以遊會友桌遊認知促進

課程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關顧協會 

王世欽理事長 

04-24063624 

簡介 

老人所面對的問題包括人際互動、失智、憂鬱症傾向等社會心理健康認知概念學習為基礎，設計綜

合性的桌遊圖卡進行策略遊戲；並配合運用樸克牌、骰子遊戲進行機率遊戲，其後又使用代幣/玩具

鈔、咁阿店購物及懷舊飲食做為增強物，另再以 MMSE、憂鬱症傾向及投入程度量表進行前後測評

估。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39 

CL-03-

0056 

啟動自我-芳香療癒預防

延緩方案 
多元全人企業社(多元全人產業育成研習組) 

魏國鼎 

0906-830803 

簡介 現代精油輔助療法，藉由植物萃取而出的精油作為一個媒介，以塗抹、 課程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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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吸、淋浴、按摩等方式經由呼吸系統、皮膚系統吸收進入體內，改善身心不適、調解情緒、調和

心靈、進行療癒舒緩的一種科學與藝術。 

本方效益評估將搭配(生活品質表、心情量表、HRV數據、心跳血壓加以輔助療癒評估) 

https://youtu.be/wm3

1T5qJAW4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0 

CL-03-

0057 

桌遊輔療樂活預防延緩

方案 
多元全人企業社(多元全人產業育成研習組) 

魏國鼎 

0906-830803 

簡介 

遊戲，我們都是玩遊戲長大的，遊戲的玩法種類非常多，最簡單的遊戲常見就是麻將、虎克排、象

棋等，這些都是桌上型的遊戲，桌上型遊也是目前、未來長照非常熱門的認知活化，也是提升長輩

們的樂趣、功能、健康目標要素。此次方案課程將帶領您長輩進行【桌遊】且遊戲可以跟各領域緊

密結合，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ea7

kJKWRmk8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1 

CL-03-

0067 
紫宸運動實業社 樂齡色彩魔法師 

呂芳瑩 

0937-150902 

簡介 

本光雕方案引進光固化顏料搭配 UV光線固化的材料型態，有別於一般傳統彩繪顏料造成的濕黏髒汙

之可能性。執行活動時方便好收拾讓長者可以安心作畫不用擔心收拾整理步驟過度繁複做不來或是

一定得他人協助善後的問題，讓長者提升自信減輕讓他人困擾的疑慮。 

課程影片連結： 

臉書搜尋「紫宸運動實

業社」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2 

CL-03-

0068 
超越老化-靈性健康成長 台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洪雅欣 

0926-006205 

簡介 

方案以瑞典社會學家 Lars. Tornstam提出「超越老化理論」問卷做為前後測的評估， 結合老人靈

性健康的發展歷程:1.全然的接受自我;2.享受愛人與被愛，感受到生命的意義;3.頓悟生命的苦是來

自於自己的”心”，感受到生命的靈性;4.活在當下，對於死亡不在恐懼，認為死亡是生命必然的結

果，設計團體活動方案。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3 

CL-07-

0001 
鼓動身心靈,開啟 12感 金色博士 Dr.Golden 生活創意中心 馮瓊慧執行長 

簡介 1. 擊鼓節奏動作：從小型的節奏樂器到大型的演奏樂器擊環保自創樂器結合音樂節奏的肢體動作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wm31T5qJAW4
https://youtu.be/wm31T5qJAW4
https://youtu.be/ea7kJKWRmk8
https://youtu.be/ea7kJKWRm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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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同狀況的長者都能得心應手敲奏。 

2. 重新認識自我：「告訴我，我會忘了；做給我看，我只會記得；讓我參與，我就懂了。  」課程

的引導中將串連整合敲奏練習外的引導,並能形成自學式的新體驗。 

3. 小組合作：課程中將有小組合作時間分享每個人的喜悅及快樂。若因為有人傾聽及分享， 這樣

的快樂會為人生的路上帶來積極成長的意義，都是充滿快樂、分享、助人的氣氛，使正面的價

值更有感染力。 

4. 節奏腦運動：課程主題的敲奏主題並非傳統式的固定式練習,在練習同時技巧性的置入本土式的

數字及語詞練習讓練習過程能更注重身體的協調性透過「玩」融入主題的音樂元素。 

5. 身心平衡：在暖身的醒腦練習與課程結束前的收功操,將帶領內容結合了音樂、舞蹈、戲劇、圖

像、文學、聲音、中西樂器，配合感官式的整合協調活動以達身心靈平衡發展。 

6. 方案引導過程將依長者隨衰弱、輕度能失智、中重度失能失智調整引導方式及指揮手法，並配

合長者的需要進行音樂節奏難易度的調整,適時加入溫柔接觸與引導的元素。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0zwHoGX0

ztY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4 

CL-01-

0469 
彈力帶生活賦能課程 台灣長期照護管理學會 

李宜昌教授 

04-22356028 

簡介 

1. 主要的效果：增強衰弱長者下肢肌耐力及穩定度，預防長者意外跌倒機率。 

2. 次要的效果： 

(1) 培養定期規律的運動習慣。 

(2) 從生理、心理、環境的多元觀點，生活賦能活動賦予長輩對生活的想像找回更多生活的主

導權。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oCi

Pwo5q-zU 

https://youtu.be/h5T

qnaq6LLg  

https://youtu.be/CVt

XyCQZjfM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5 

CL-01-

0470 

大大人奧福音樂照顧之

預防及延緩失智失能方

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大大人長期照護關懷協會 
周大禾執行長 

04-25610166 

簡介 以奧福(ORFF)音樂為音樂照顧之內涵。奧福音樂是 20世紀德國作曲家卡爾˙奧福（Carl Orff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wHoGX0z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wHoGX0z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wHoGX0ztY
https://youtu.be/oCiPwo5q-zU
https://youtu.be/oCiPwo5q-zU
https://youtu.be/h5Tqnaq6LLg
https://youtu.be/h5Tqnaq6LLg
https://youtu.be/CVtXyCQZjfM
https://youtu.be/CVtXyCQZj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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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82）創立的一套音樂教學法，內涵是以：肢體律動、語言節奏、歌唱舞蹈、樂器合奏、即興

創作……等等融合世界及本土文化，以活潑有趣的方式，陪伴長輩，回復感官功能、刺激記憶力、

想像力、創造力、活化大腦、預防退化，增進社會人際互動的音樂遊戲，並在課程的過程中享受創

造、合作、互動以及成就的樂趣。 

透過 ORFF音樂照顧陪伴、輔療並建立溝通的管道，支持長輩們在心智、肢體、社會行為和情緒的學

習與重建，並配合高齡化時代來臨，透過更多元之輔助法將提升對於長者照顧之生活品質。長者之

音樂照顧，是透過多元感官生活體驗的元素，如:聲音、嗅覺(氣味)、按摩、味覺體驗、歌唱、律

動、戲劇、遊戲、美術及創作等，皆可以輕鬆運用於高齡者、樂齡者與照顧者喘息，並成功用於預

防延緩失智失能者，完全臥床須完全被照護者之壓力情緒管理、疼痛減緩、內心感受表達、增強記

憶力、促進溝通能力、肢體復能、反應力、思考力、創造力……等預防老化＆復能提升、促進完善

的身心靈健康。 

運用音樂、節奏律動鼓樂打擊進行「有計畫」，「有目的」的音樂輔療過程。音樂媒介，輔助治療的

工具。課程主題的融入本土文化及長輩生命記憶經驗運用語言節奏，透過「玩」的方式融入主題的

音樂元素。音樂是一種強大而且有幫助的媒介，建立溝通的管道，長輩在心智、肢體、社會行為和

情緒的學習與重建。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6 

CL-01-

0471 

大大人多元運動之預防

及延緩失能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大大人長期照護關懷協會 

周大禾執行長 

04-25610166 

簡介 

本方案乃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針對長者運動及身體活動的建議原則進行多元運動課程設計，包括有

氧訓練、阻力訓練、柔軟度運動及平衡訓練，並搭配 8組安全簡易的運動器材，進行環狀運動介

入。過去國內外研究已指出，在社區中藉由多元運動課程的介入有助於長者提升心肺耐力、肌力、

肌耐力、平衡力、柔軟度、減少脂肪，並能有效預防跌倒、改善負向情緒、以及增進認知功能。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7 

CL-01-

0485 
健康踏步平衡促進運動 社團法人臺中市清心社區福祉發展協會 

詹慧君 

0966-679053 

簡介 
方塊踏步運動是由日本國立大學教師群所開發的一種踏步運動，是一種安全、有科學根據、不容易

讓人感到厭煩的運動，是一種有「玩樂的心」及「容易參與」特性運動、是一種有效果、有魅力的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yBi

https://youtu.be/yBiiZwhsn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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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運動，是一種適合各種年齡層者（兒童至年長者）的運動。 

從高齡者的長期照護預防（跌倒預防、提升認知機能）、成人的慢性病預防、兒裡的身機能發育、各

種年齡層的體能訓練、同儕交流，甚至是運動員的競技力提升與體能調整等皆可適用。 

iZwhsnPY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8 

CL-06-

0047 

建構式/益智教具認知促

進方案-活躍老化，創意

建構活腦力 

癒心職能治療所 
林宇宸 0963-023805 

胡俊宏 0912-696287 

簡介 

玩具除了適用兒童外，亦適用於生理機能日益衰退的長者身上，透過玩的過程來刺激感官系統、手

腦並用、肢體運動、腦力激盪，並從中培養玩的興趣，同時更具有提振情緒的效果及提供更多與人

互動機會，而建構式玩具意指可用「多種不同的方式」加以組裝的玩具，如各式積木，雪花片，建

構式磁片等，經由堆疊、接合來構成不同的東西，組合好的東西，又可以拆掉重新拼裝，促使長者

接觸新媒材及創意發想，透過 4C學習模式(聯繫、建構、思考訓練、延續)及遊戲化過程活化老年生

活。 

網址：http://iyashiot.mystrikingly.com/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AqX

4G5bhBNU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49 

CL-06-

0048 

銀髮族桌遊社-桌上遊戲

認知與生活型態促進方

案 

癒心職能治療所 
林宇宸 0963-023805 

胡俊宏 0912-696287 

簡介 

透過活動分析及以長者熟悉的題材包裝活動，設計長者有興趣參與的認知活動，活動人數約 15人。

透過每次活動前主題氣氛的帶入或動手製作教具，使長者釋放情緒、壓力，準備接受主要活動給予

的挑戰，同時也對於教具有情感連結，更易參與、投入其中。 

網址：http://iyashiot.mystrikingly.com/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m7c

bV93XufU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0 

CL-06-

0049 

大齡藝術家-以藝術為基

礎的職能促進方案 
癒心職能治療所 

林宇宸 0963-023805 

胡俊宏 0912-696287 

簡介 
引導社區中健康、衰弱及輕度失能(智)，藉藝術相關媒材進行創作，透過繪畫的過程中，觀看、融

入、體驗、共鳴、分享，提升長者們創造力及強化長者角色價值，以達到預防及延緩失智之目標，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603

https://youtu.be/yBiiZwhsnPY
https://youtu.be/AqX4G5bhBNU
https://youtu.be/AqX4G5bhBNU
https://youtu.be/m7cbV93XufU
https://youtu.be/m7cbV93XufU
https://youtu.be/603SKGqi4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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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品質。 

網址：http://iyashiot.mystrikingly.com/ 

SKGqi4qI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1 

CL-99-

0021 

園藝創造家-提升生活福

祉感、健康永續方案 
癒心職能治療所 

林宇宸 0963-023805 

胡俊宏 0912-696287 

簡介 

1. 藉由園藝輔療媒介、認知促進設計活動，每班約 15 人參與。 

2. 利用園藝輔療與長者日常生活熟悉的事物結合設計課程活動。 

3. 簡化長者實作步驟，提高長者在作品完成度，協助長者完成實作及作品分享，提高長者的自信

心及專注力，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狀。 

網址：http://iyashiot.mystrikingly.com/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A3L

hVClz3k8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2 

CL-01-

0472 
樂齡動感活躍健康 森緣居家長照機構 

陳凱甄 

0972-380639 

簡介 

透過腦動、口動、手動與腳動，以四大運動的交替與過程中，以安全有趣且簡單易的動作與形、

體，來讓長輩們瞭解其中的教學方式，主要是為了維持健康、延緩衰老、遠離衰老與失智失能風險

觀念和實作方法，用以避免自己衰弱、臥病在床，造成家人與社會的沈重負擔。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Vte

MMkkWw7A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3 

CL-02-

0073 
園藝美學綠生活 中華環境養生學會 

莊雅婷 

0912-503467 

簡介 

每次課程先進行含有肢體、音樂、社交互動等元素的團體活動，作為輕鬆愉快的暖身，提升參與對

象的警醒度和注意力，主要活動結合園藝、藝術和認知，利用準備的材料與花材進行認知活動，之

後依主題進行創作，促進生理、心理、社交、認知，活動最後進行與生活連結的討論分享及總結，

此課程設計須事前準備材料，且會利用園藝治療福祉效益量表與生活滿意度量表進行前後測，最後

運用統計篹體做出實際數據的分析長者接受園藝治療前後結果差異。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fx7

eIaXRQQk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4 
CL-03-

0108 
綠療癒的香氛藝術 中華環境養生學會 

莊雅婷 

0912-503467 

https://youtu.be/603SKGqi4qI
https://youtu.be/A3LhVClz3k8
https://youtu.be/A3LhVClz3k8
https://youtu.be/VteMMkkWw7A
https://youtu.be/VteMMkkWw7A
https://youtu.be/fx7eIaXRQQk
https://youtu.be/fx7eIaXRQQk


20 
 

簡介 

芳香療法名字來自拉丁文 Aromatherpy，其基本概念就是使用植物的芳香精油，利用「芳香」激發人

類與生俱來的治癒能力，維持身心靈方面健康。 

芳香療法在科學研究針對慢性疼痛、焦慮、憂慮、呼吸道問題、失眠、壓力、改善生活品質、情緒

方面等，透過相關文獻已證實有顯著效果。且延緩失智症方面，已有報告顯示可以減少失智症者之

激動行為、改善睡眠、促進動機、延緩病程及調理失智症的行為及身心症狀。 

藉由透過訓練之指導與多元跨專業人員引導帶動下，透過植物萃之經由作為媒介，以簡易及實用的

方式，進行嗅吸、擴香、DIY 手作及卡片引導敘述及藝術創作等，讓對象能以輕鬆活潑，易學方式來

融入生活達到銀髮族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之成效。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SQ6

cAcjJNX8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5 

CL-04-

0473 
我不老、我是寶 今成物理治療所 

謝智仱 

0910-380550 

簡介 

本方案課程設計，以體適能運動與認知刺激活動為主，配合生活化、有趣或懷舊的教材內容，來提

升長輩們動機與參與度。活動流程以 30 分鐘暖身運動、1 小時主題活動、30 分鐘緩和活動來進

行。體適能運動包括伸展、肌力、有氧、平衡等訓練，認知刺激活動包括視知覺、專注力、記憶

力、空間形狀、邏輯思考等訓練。研究顯示，多元訓練(漸進式阻力運動、有氧、伸展、平衡訓練）

能幫助衰弱老人體適能的進步。研究顯示， 每 18 堂課(1 堂課約 1 小時)，對於輕度失智老人可

以促進認知功能的改 

善。故本方案設計 10 週(扣掉前後測 2 週)、1 週 2 小時、共 20 小時應可達到此成效。此外，

研究顯示，搭配體適能加認知刺激的認知運動操，    更能促進認知功能的改善。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6 

CL-03-

0109 
銀髮樂活桌遊療癒力 富達世紀居家長照機構 

廖志勇院長 

0982-880803 

簡介 

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長期照顧的需求日益增加，近年來銀髮活動設計在台灣逐漸興起，尤其在高

齡輔助療癒的發展透過銀髮桌遊輔助療癒樂活選取適合銀髮族群可以玩的遊戲作為介入方針達到活

耀老化與健康老化。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sbZ

wBGuLMFM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7 CL-01- 銀髮樂活運動療癒力 富達世紀居家長照機構 廖志勇院長 

https://youtu.be/SQ6cAcjJNX8
https://youtu.be/SQ6cAcjJNX8
https://youtu.be/sbZwBGuLMFM
https://youtu.be/sbZwBGuLM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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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4 0982-880803 

簡介 

此次創新方案課程將以銀髮在椅上運動，如椅子上有氧運動、椅子上肌力運動、椅子上伸展操運

動，透過最重要的是以安全、簡單易懂、有效的方式，讓銀髮族可以參加有趣好玩的運動，進而提

升活耀老化，延緩維持高齡者機能退化。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XhN

6f7nsgBg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8 

CL-01-

0475 

銀髮動動美(樂活舒氧毛

巾操) 
富達世紀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廖志勇院長 

0982-880803 

簡介 

以運動科學的角度來看，毛巾的輔助作用，可以增加活動量、關節的角度、肌耐力、肌肉力量、並

該模組搭配有趣的趣味性運動團康，且隨時隨地有毛巾，在外都可以簡易簡單易學的樂活舒氧毛巾

操。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QyQ

Y-B1J-UY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59 

CL-01-

0476 

銀髮健健美(樂活極球瑜

珈) 
富達世紀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廖志勇院長 

0982-880803 

簡介 

透過改良氣功球的方式協助長者參加進行心肺有氧/肌肉力量/柔軟度的全能訓練，搭配極球手部運

動與團康性體適能社交互動讓課程有趣調，進階提升長者基礎活動量，並維持肌肉力量的強度，此

改良適合長輩進行衝擊性小複雜度低,身心樂活極球瑜珈運動!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JXm

SBSYhxXQ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0 

CL-01-

0477 

頭腦筋骨介健康-銀髮體

智能介入模組 
品沐職能治療所 

吳佳樺 

0919-049945 

簡介 

長輩老化或退化的過程，不單呈現在身體功能方面，認知面向如：注意力、記憶力、理解力等各種

日常生活執行功能方面，也會隨著缺少大量的生活刺激，而有減退的風險。模組設計結合漸進式運

動與認知訓練，提升長者的身體功能同時促進高齡長輩各種認知功能活化，結合兩個面向的訓練目

標以促進長者健康，延緩功能退化。 

漸進式運動藉由柔軟度→上肢肌力訓練→下肢肌力訓練→平衡感訓練→敏捷與協調訓練的順序，讓

長輩了解運動中預防跌倒與受傷的觀念，運動可循序漸進地執行，對於鮮少運動的長輩，這個模組

可建立長者運動正確的觀念，降低長輩因為希望快速地執行而受傷的風險。循序漸進引導長輩在執

行身體訓練過程中，也進行各種認知刺激活動，甚至在體能活動搭配進行不同認知挑戰，活動素材

課程影片連結： 

無 

https://youtu.be/XhN6f7nsgBg
https://youtu.be/XhN6f7nsgBg
https://youtu.be/QyQY-B1J-UY
https://youtu.be/QyQY-B1J-UY
https://youtu.be/JXmSBSYhxXQ
https://youtu.be/JXmSBSYhx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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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與長輩相關與感興趣之日常生活元素，讓長者自然融入挑戰及活動情境，並對自己的健康生活

安排有所反思與關注。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1 

CL-01-

0478 

銀髮健康足厲害-運動認

知介入模組 
品沐職能治療所 

吳佳樺 

0919-049945 

簡介 

老化導致的身體功能衰退已成為全球性的議題，越來越多中老年人因為控制平衡能力下降造成生活

的不便，為了避免影響日常生活活動的執行能力，提升身體體適能是最佳治療策略。近年來，為了

降低中老年人因運動強度過強引發的運動傷害，增加運動的多元性與提升運動樂趣，整合性運動模

式（伸展運動＋有氧運動＋肌力訓練）慢慢成為主流。因此本方案運動方式即採用「整合性運動模

式」，並搭配動態性認知活動為設計主軸，展開為期 12週的課程。 

本方案時間為每期 12週，每週 1次，每次 2小時。2小時課程會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的運動具高

重複性，有利於提升體耐力，並可在前後測看出差異性。第二部分在認知活動的設計上較為多元且

富有主題性。主軸環繞銀髮健康：好腦力、好眼力、好肌力、好手力、好活力、好腿力、好記憶

ㄌ、好耐力、好美麗、好營養與好有力。每堂課皆須讓長者動態進行活動，不論式手工能抑或是頭

腦體操，都需要長者身體力行的參與。故課程的團體動能與彈性也比較高，長輩社會參與度與活動

中表現能力也會有顯著的提升。 

課程影片連結： 

無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2 

CL-01-

0479 
往日情懷敲我心 臺中市弘馨社會福利關懷協會 

王淑玲 

04-7559906 

簡介 

本課程的活動設計以長者熟悉的歌曲為主導，不僅透過懷舊音樂並搭配圖卡，不單單只是視覺的刺

激，課程中”視”界的變化，「追視」的能力並在互動中強化長者的語言能力，讓長者彼此間更容易

產生共鳴進行活絡社交行為，熟悉歌曲的導入配合在各種單元活動設計，歌曲賞析討論，懷舊戲劇

演出，樂器的敲奏成果以及阻力運動內容等兼具感官刺激、人際互動與自我肯定進而促進身心健

康，達到延緩失能失智的效果，此方案不僅僅是健康，亞健康的高齡者適合，更是失智，失能的高

齡者適用的課程方案。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SOcDG-

FNaEA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3 CL-03- 銀老樂活積木輔療健康 多元全人產業育成中心 魏國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cDG-FNaE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cDG-FNaE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cDG-FN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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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促進方案 0906-830803 

簡介 
以積木的形狀與幾何空間發揮自己的想像力與創作主題，透過認知的思考、顏色的配對、數量的抉

擇，來預防延緩認知的退化，並透過小組合作促進社交參與技巧來達到此方案的目標。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uj2

J92IsYt4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4 

CL-01-

0480 

銀老樂活園藝輔療健康

促進方案 
多元全人產業育成中心 

魏國鼎 

0906-830803 

簡介 

透過大自然最存真與原始的素才，包括石頭、泥土、花、草、樹木等方式以創造、體驗、感知、手

做，來催化媒介長者身體機能之活化，進而提升全人健康，特辦以高齡族群的活動特色方案來進行

的高齡園藝輔療活動實踐輔導課程。趕緊來參加一個有趣好玩實務操作，又有作品可以帶回家喔。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7uK

Ddx7WGy4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5 

CL-01-

0481 
樂來樂開心 臺中市私立有春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朱辰喻 

04-25156292 

簡介 

音樂輔療是運用音樂對人生理及心理達到維持增進身心健康的目標，運用所有音樂以及節奏相關的

體驗來達到輔療的效果。在課程當中結合,歌唱、樂器彈奏、聆聽老歌、肢體律動、音樂創作，達到

對生理或心理的舒緩以達到預防延緩失智失能的效果。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WEb

3dnmFU7U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6 

CL-01-

0482 
瑞智樂活跳動唱 社團法人台灣統整藝術教育推廣協會 

賴宏志 

0936-157073 

簡介 

本方案是以多元知覺的活動規劃，即透過聽覺、視覺、觸覺及運動覺的刺激與反應，使活動的參與

者能有益於思考與情感上的滿足感。從文獻中可得知，德國音樂治療家托姆提及對年長者以結合音

樂與節奏作為活動介入目標，包含:社會化、運動、現實感、緩解掛念及激發集體情感等，並能協助

年長者移轉早期生活之負面情緒，可輔助其身體機能及心理情緒之穩定。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AHM

m8mhQV_w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7 

CL-01-

0483 
曼丁鼓舞樂長青 社團法人台灣統整藝術教育推廣協會 

賴宏志 

0936-157073 

簡介 本方案以非洲鼓作為課程特色，從研究指出手拍非洲鼓適合運用於老人團體活動中，基於拍鼓敲擊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uj2J92IsYt4
https://youtu.be/uj2J92IsYt4
https://youtu.be/7uKDdx7WGy4
https://youtu.be/7uKDdx7WGy4
https://youtu.be/WEb3dnmFU7U
https://youtu.be/WEb3dnmFU7U
https://youtu.be/AHMm8mhQV_w
https://youtu.be/AHMm8mhQV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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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團體方式進行，年長者可從中得到群己一體之意識，透過擊鼓可抒發自我情緒、以鼓聲對話、

合奏及共鳴，改善憂鬱及孤獨感受，不僅能讓參與者找到歸屬及認同感，並且達到手腦並用及情緒

穩定之效果。 

https://youtu.be/GSB

1X5kBNKI 

編號 方案編號 方案 方案研發單位 聯絡窗口 

68 

CL-01-

0484 
十二生肖街舞體適能 臺中市演藝團體翻玩舞團 

陳彥叡 

0980-607625 

簡介 

「十二生肖街舞體適能」課程以有氧運動為主。強調運動與跳舞對身體重要性，遊戲方式帶入體適

能動作；將街舞元素與體適能運動融合。街舞動作俏皮可愛，讓銀髮長輩們愛上運動。內容以日常

生活(ADL)情境為主，結合本體感覺神經肌肉促進技術，上從頭頸下到骨盆、下肢、手指腳趾一起運

動，專注身體給予的回饋，加強螺旋狀動作的控制訓練。含四大面向內容：肌力強化運動、生活功

能重建訓練、社會參與、認知促進。藉由非藥物活動團體，多面向的健康促進，向前延伸預防功

能，減少長者衰弱、失能風險、認知退化、提升生活品質，延緩身體機能惡化或入住機構。促進重

建自我，拓展人際，建立老年生命價值與意義。日常身體保健衛教及健康促進觀念宣導。 

課程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

com/playlist?list=PL

vvgEcmSjn9TDtXwhgnT5

nuag5dAx_1SU 

 

https://youtu.be/GSB1X5kBNKI
https://youtu.be/GSB1X5kBNK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vgEcmSjn9TDtXwhgnT5nuag5dAx_1SU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vgEcmSjn9TDtXwhgnT5nuag5dAx_1SU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vgEcmSjn9TDtXwhgnT5nuag5dAx_1SU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vgEcmSjn9TDtXwhgnT5nuag5dAx_1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