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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高齡化是世界的趨勢，臺灣亦同；人口老化和平均餘命延長，

接踵而來是退化失能機率的增加，養護型長照機構需求更多，國家社會

醫療照護成本的負擔益形沉重。綜觀文獻皆指出運動對一般健康、罹病、

失能高齡者皆有益處；運動會也有助於養成運動習慣、提升生心理健康，

增加成就和社會參與。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永

信基金會）所籌辦的「『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以下簡稱運動會）則為此因應而生。本研究期待探究運動會發展之歷

史脈絡與要素，透過歷史資料及訪談運動專家、活動主要籌辦者及參與

推動者，探討運動會發展之緣起、歷史背景、脈絡及要素；並發現未來

發展挑戰，提出解決策略；希冀研究結果能提供政府和民間機構參考，

在長照計畫推動之時也能重視運動會推廣的重要。 

    為重建運動會之歷史脈絡，以了解運動會的發展過程及要素，使用

田野調查，包含相關資訊蒐集及運動會當天全程參與觀察進行初步瞭

解；並在蒐集相關史實於文獻分析後，欲訪談參與籌備之運動專家和活

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立意取樣共11位研究參與者。採用詮釋

觀點之歷史分析法賦予事件新義。研究時間計畫在2018年3月8日至12月

31日之間。計畫研究參與者撥冗1至2次60分鐘的時間，於其方便之地點

接受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在歸納整理逐字稿後重建運動會發展脈絡。

最後藉由發展過程之經驗發現未來發展可能的困境，並透過SWOT策略

分析，研擬未來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之問題解決策略。 

    研究結果將運動會劃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第一階段、倡議萌芽及

運動發展期；第二階段、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第三階段、運

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透過這三階段中之發展經驗檢視未來

永續發展瓶頸，藉由SWOT分析後，分別歸納為內部優勢、內部劣勢及

外部機會和外部威脅，透過交叉分析來思考初擬運動會未來發展困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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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略，為：（一）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益處觀念的推展；（二）透

過量化及質性研究確立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健康之效益；（三）運動會

的推動辦理之行動策略。

總結發展歷程所得之結論，瞭解在第一階段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為：（一）失能高齡者能夠運動之觀念的推展有其重要性、（二）辦理

「目標性」的活動可促進運動動機及頻率；第二階段運動實驗及運動會

嘗試發展期為：（一）實驗研究結果有助於失能高齡者運動觀念的推廣、

（二）籌辦運動會之管理規劃具關鍵性之影響；第三階段運動套裝課程

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為：（一）合適的套裝課程可促進運動的推展、（二）

網路平臺的風行可促進失能高齡者運動會觀念的推廣、（三）辦理單位

團結分工合作是籌辦成功的重要因素、（四）參與單位和照護人員的積

極配合可促成長輩運動及參與運動會、（五）資金的充裕是運動會圓滿

的重要關鍵。繼之陳述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在運動、生理、心理、社交、

文化方面皆有具體改變及影響之成果。由SWOT分析問題所得，與研究

參與者關於未來發展綜合討論之研擬解決策略結論為：（一）失能高齡

者參與運動會益處觀念的推展有其關鍵性、（二）透過量化及質性研究

確立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健康之效益有其助益性、（三）失能高齡者運

動會推動辦理有其重要性。也看到運動會舉辦可促進文化交流，促使跨

領域共襄盛舉，具提升整體規模經濟之效益。冀望本研究在觀念繼續的

推廣、未來研究，及運動會辦理，及政府跨部會整合及民間跨領域的投

入，提供政府及民間單位執行政策、辦理活動之參考。 

關鍵字：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歷程、SWOT分析、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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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revious decades, global aging has been the trend worldwide, 

with Taiwan being no exception.  Critical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issue of longer life expectancy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degeneration and disabilities.  It thus creates a greater need for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and increases the burden on medical and social care.  

A detailed review of literatures shows that exercise is beneficial to the aged, 

especially to the chronically ill or disabled.  Sports events likewise help in 

developing exercise habits, improv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ncreasing the sense of self-affirm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Active 

aging, embracing happy life” Nationwide Senior Welfare Organization Gam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ames”) organized by Yongxi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was developed accordingly.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trac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factors of the Games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s and interviews with a physical education expert, 

main organizers, and promoters.  The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possible 

challenges 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pose strategies for 

resolution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related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agencies to place proper emphasis on the Games, 

especially when long-term care programs are officially introduced. 

Fieldwork and direct observation of the games were performed to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conten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lements of the Games.  In addition, after collecting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for literature analysis, 11 participants, including a physical 

education expert, main organizers, and promoters, were selected for 

interviews.  The use of interpre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gave a new meaning 

to the events.  The study was scheduled between March 8 and December 31, 

 



 

vi 

 

2018, wherei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once or twice to engage in in-depth 

interviews for a period of 60 minut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Games was reconstructed after summarizing and sorting out verbatim scripts.  

By uncovering futur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roug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WOT strategy analysis, th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senior organization game for the incapacitated were 

crea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m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the period that sprouted 

from the advocacy and development of exercise.  The second stage was the 

period wherein the experiments of exercises and prototyping of the games 

occurred.  The third stage was the period for the packaging of the training 

courses and the fundamental formation of the Games.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gained from these three stages, along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sing the SWOT analysis.  From 

cross analysis,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ames.  The findings are: (1) the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for the aged and disabled need to be widely 

disseminated, (2) the health benefits of exercise must be establishe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for the incapacitated elderly, and (3) the 

strategies for the promotion of such sports gam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e understan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first stage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that the incapacitated aged are able to exercise is important, and (2) targeted 

activities promote motivation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From the second 

stage, the conclusions are: (1)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beneficial for the 

promotion of sport concepts of the incapacitated elderly, (2) th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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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lanning of organized sport meetings is significant.  The conclusions 

from the third stage are: (1) suitable packaged courses can promote their 

sport participation, (2) the popularity of online platforms ca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ing events for the elderly, (3)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hosting organizations is imperative for the success of the Games, (4) the 

support of the participating facilities and caregivers can encourage elders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and sporting events, and (5) funding is vital for the 

success of the Games.  It is known that the Games has had specific effects 

on the incapacitated elderly in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and 

has greatly facilitated cultural exchange.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draw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with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re as 

follows: (1) it is critical that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sport participation is 

beneficial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2)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healthy benefits 

of exercise to be establishe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for 

the incapacitated elderly, and (3) it is important to organize sports meetings 

for the aged.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the games can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promote cross-field cooperation, and even improve the economy.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both government, NGOs, NPOs, and 

private sectors in implementing policies and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future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of sports 

meetings,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ministerial and inter-sector 

government inputs. 

Key words: the aged of incapacity, sports event, development process, 

           SWOT analysis, health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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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 

在年輕的時候，為邦國之家庭穩固、經濟繁榮、 

國泰民安、未來發展，貢獻畢生心力， 

白首之時因衰老失能而隱遁森林，頓失目標…… 

一日，接到武林戰帖及秘笈而開始潛心修練， 

於是武林中再現奇才，重返江湖，榮耀再現…… 

 

這是一個關於「創齡、創能」—武林盛會的發展史 

謹獻給我的師父姜義村教授 

及每一個貢獻心力的武林盟主 

和每一位參與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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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武林盛會發展史序幕—緒論 

 

  在養護界流傳著一句話：「長輩進到養護院後就沒有了希望，將會

成為『等吃、等睡和等死』的『三等公民』。」其實，並不一定如此！ 

 

  初踏出大學校園，懷著滿腔的熱血和一顆忐忑的心，站在一個樓高

五層、占地百坪的養護中心前；一樓是較重症已插管的長期照護中心，

由一兼職社工照管，而二、三、五樓則是我需要負責社工業務的老人養

護中心。機構很特意地避開了所有會用到「四」的機會，大到樓層，小

到床號編碼，因為臺灣人傳統的忌諱，也或許是希望帶給長輩們去除負

面想法的貼心……；但諷刺的是從第一天認識環境，在這裡，除了長輩

不舒服時發出的呻吟聲，外籍照服員用鄉音國語催趕長輩用餐快點的零

星噪音……大部分的時候，感受到的，都是一片死寂……。大部分的長

輩無法自主活動，絕大多數時間臥床，照服員人數不成比例，拍背按摩

總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褥瘡事件層出不窮……；在一個沒有生命氣

息的地方，送走老人家也成了家常便飯，那時覺得，走了會比在這裡受

苦的好。每天回家後心裡總有很大的衝擊和不甘心，這不是我來這裡的

目的！心中有一個期待—要讓長輩動起來！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個

案記錄電腦化作業，深入瞭解每個長輩的身體功能情況及肢體障礙情

形，開始把能夠起身活動的長輩名單挑出，安排各類活動和主管討論可

行性。從最受歡迎的點心班，讓長輩的上肢開始有較溫和的活絡，有的

家屬知道有活動，也會前來陪伴參與，機構開始有了笑聲和色彩！印象

最深的是各樓層籌組聖誕音樂表演團，每個長輩負責一個音符，大家認

真看著指揮，使出全身的力氣揮動手掌，敲出正確的音符；經過兩個月

的特訓，在聖誕節演出「聖誕鈴聲」是當年活動的最高潮。在有限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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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下，手工製作了很多報紙球，把機構裝奶粉的紙箱變成籃框，進行長

輩最愛的投籃遊戲，紙箱最後還做成曲棍球棒、高爾夫球桿，目的只有

一個，讓他們盡最大的力量運動還有知覺的上肢。但在心底深處仍有一

個很大的缺欠和不滿足，深感社工是一門有限的專業，所帶的活動也只

能停留在表淺的層面，是否對長輩的健康助益有實質的功效，也未可知；

若能結合運動相關專業的挹注，對長輩才是真正的福音。 

    多年後，從指導教授的口中，知道有個基金會，把全國三十個養護

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的三百多位高齡者聚集在一起，舉辦「『創

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使人眼睛為之一亮！並知

悉其從倡議失能高齡者也該運動，歷經十年的推展，才有此失能高齡者

也能參加之運動會的誕生。對其中披荊斬棘的推動過程，研究者深感興

趣，進而開啟本研究的序曲。本章主要說明研究之背景與動機，欲探討

之目的與問題，與定義研究中重要名詞。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

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研究重要名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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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口老化和平均餘命的延長，是全球的現象和趨勢，身為地球村一

員的臺灣也不例外。根據臺灣老人福利法的的定義，65歲以上稱為老人

（老人福利法，1980），亦是本文所稱之高齡者。而臺灣由於經濟的起

飛、醫藥的進步、環境的改善及營養的注重，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的比例已於1993年突破WHO所訂定的7.1%，邁入高齡化社會（監察院， 

2010）。更於1995年3月1日開始全面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下大大提升

國民的健康（中央健康保險局，2007，頁184）；2018年，老年總人口比

例已突破14.6%，躋身高齡社會之列，推估2025年會達到20.1%，成為超

高齡社會（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而內政部於2015年公布之

簡易生命表提要分析指出，國人的平均壽命達80.2歲，其中男性77.01歲、

女性83.62歲，均創歷年新高（內政部統計處，2015）。2016年簡易生命

表提要分析則顯示，此年度國人的平均壽命為80.0歲，其中男性76.81歲、

女性83.42歲。2016年我國男、女性零歲平均餘命皆較2015年微減0.2歲，

但長期而言，國人零歲平均餘命仍呈現上升趨勢（內政部統計處，2016）。

老年人口不斷地增加、老年期的延長，退化失能的機率就會增加，截至

2017年6月底，臺灣失能老人人口數已達404,393人，佔老年人口數的12%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失能人口亦不斷往上攀升（王雲

東、薛承泰、鄧志松、陳信木、楊培珊、詹慶恩，2012）。而入住機構

之失能者人口數占其中機構總人口數之28.13%，約31,994床（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這兩部分失能老年人口群若生理、心理繼續

衰退，國家就必須花費更高額的社會成本和人力資源來解決照護的問

題。從許多參考文獻中皆指出運動對一般健康、罹病、失能高齡者之生

理、心理、社交健康皆有益處，因此讓失能高齡者起來運動，進而改善

情況必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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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臺中的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永信基金

會），不只籌辦了松柏園養護中心，提供大臺中地區失能高齡者優質的

照護服務（財團法人私立永信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2017），也更多思

考如何讓機構高齡者走出去，而催生了「『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

福利機構運動會」。在透過發展運動會更多促進運動上，研究者因曾為

田徑選手，參加過高雄市高中市運會，可以瞭解和體會參與比賽，因有

目標，而能夠自然延長運動訓練的時日和專注及持久度的影響。運動會

更是個大型的社交活動，能參與是肯定，能得牌，更是一種榮譽與成就。

在身體上持續地鍛鍊帶來生理的健康，運動能帶來情緒的愉悅，達標帶

來成就的滿足更能提升心理的健康；同伴一起的互相扶持、志工、家屬

的支持參與，也能活絡長輩的社交健康。運動會似能體現世界衛生組織

WHO在1948年的健康宣言，亦即健康不僅只是沒有疾病，而是身體（生

理）、精神（心理）、社會（社交），全方位的健康安適狀態(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但機構要意識到運動的重要而願意投資心力，相關

專業必須介入其中倡議及宣導才能使負責人認同並進而在機構中實踐；

需經過不斷的嘗試和努力，失敗和挫折才能不斷改良方法，精進促進運

動的方式；在每次的實施中不斷地檢討和改進，才能使失能高齡者運動，

甚至運動會籌辦更臻完善，而吸引更多機構願意投入；這是篳路藍縷的

過程，值得我們重建回溯和深入的瞭解。因此本研究期待透過蒐集歷史

文獻資料；以及訪談推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專家、活動主要籌畫者和

參與推動者，重建其推動過程之歷史脈絡；使用詮釋觀點歷史分析法，

探討專業如何倡議、宣導、和機構合作推動以致成功發展運動會的相關

因素；也從歷程發現未來發展之困境，並探討解決之策略。由其研究結

果提供更多養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及政府體系作為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動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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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之緣起、歷史背景、

脈絡、助力、阻力、要素，和發展困境及解決策略，就研究目的及研究

問題分述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探究專業如何與機構合作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緣起。 

（二）追溯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脈絡。 

（三）分析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助力與阻力。 

（四）探討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發展要素。 

（五）推論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困境的解決策略。 

二、研究問題 

（一）專業如何介入機構實務，合作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 

（二）專業和機構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脈絡為

何？ 

（三）專業和機構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助力與阻力為何？ 

（四）專業和機構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發展要素為何？ 

（五）突破專業和機構推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未來發展困境之解決策

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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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重要名詞釋義  

 

  本節特別介紹此研究之重要名詞及概念，包含機構、失能高齡者、

運動會，釋義如下:  

一、機構 

  在本研究中之「機構」專指西元1981年公布、1998年修正之老人福

利機構設立標準，所稱之「養護機構」，及西元2007年（民國96年7月30 

日）、2012年（民國101年12月3日）修正公布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中第二條所指之「養護型長期照顧機構」，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

照顧之老人或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2）。 

二、失能高齡者  

  其年齡以老人福利法定義65歲以上稱之為高齡者（老人福利法，

1980）；失能等級經巴氏量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評估為

61分至80分者；或81分以上，且經工具性日常生活量表（IADL）評估上

街購物及外出、食物烹調、家務維持、洗衣服等4項中有2項以上需要協

助者為輕度失能者；經巴氏量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評估

為31分至60分者為中度失能者；而能參與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長者多為

輕、中度失能，因此本研究合併以上定義，限定本文之輕度、中度失能

高齡者，為失能高齡者（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 

三、運動會 

  在本研究中指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本文以下簡稱衛福部社

家署）主辦，由永信基金會承辦之「『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

機構運動會」，於固定場地，引進企業贊助，招募大批青年志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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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合失能高齡者之運動參賽項目及規則，使其進行大型運動會與社交

的大型活動（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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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他山之石—文獻探討 

 

    《呂氏春秋》季春紀第三．盡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

（許維遹編，2010，頁66-67）。 

 

    從古至今，運動有益身心健康是不變的道理。因此本章欲透過第一

節、「運動」對機構失能高齡者的重要性；第二節、「運動會」對機構

失能高齡者的意義；和第三節臺灣高齡者運動會的發展；談及一般健康

高齡者運動會，及近來新興的「『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

運動會」的緣起與現況來說明本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節 「運動」對機構失能高齡者的效益 

 

    在老化的階段，當身體面臨衰退，適度的運動能使身體維持應有的

活力和動能，也具有預防疾病的功效。高齡者若罹患疾病，運動甚至能

夠改善疾病的症狀，加速復原。若是面臨失能的不可逆變化，也可鍛鍊

仍然存有的肌力，使生活仍然維持一定的品質。許多學者相關研究如下： 

一、運動對高齡者的效益及疾病預防 

    當步入老年期，也是身體老化加速的時刻，要能維持身體的活力，

使之健康老化；保持心理的健康，不因在社會中堅位置退下而過度失落

或負面；也不因淡出人際互動和社會脫節，運動是維持生理、心理、社

會健康的關鍵因素，可以延緩其生理功能的退化，心理活力增加及生活

品質的改善。而規律運動可以達到成功老化的目標（張量懿、黃清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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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透過運動不只可維持身體健康及身體活動能力，更能防止老年

人常見的跌倒意外，透過運動改善肌肉適能、平衡感，可減少跌倒的發

生率（蘇蕙芬、白嘉雯、高永馨，2013）。在預防方面，研究指出24名

健康老年人長期練習阻力訓練腳踝肌肉時，單腿站立的平衡控制能力增

強，可以防止摔倒的風險(Nam et al., 2013)；另一研究也顯示74位年齡介

65-73歲之年老婦女在分成「迷你蹦床」（23人）、「水中體操」（28位）

和「一般體操」（23位）三組，於12週的運動訓練後，步態和平衡都有

改善(Oliveira, Silva, Dascal, & Teixeira, 2014)。2015年針對臺北和高屏地

區社區活動中心或關懷據點118位老人進行之橫斷研究，進行10週包括含

雙手背後相扣、坐姿體前彎、30秒坐站、兩分鐘踏步、2.44公尺繞物。

動態平衡如踏步、2.44公尺繞物，靜態平衡如張眼及閉眼單腳站立等多

面向巡迴訓練後，進行前後測，發現在伸展、心肺適能、肌耐力等身體

功能、平衡、協調、敏捷力等平衡能力都有進步（李幸穎、孫嘉宏、林

陳涌，2015）。在伊朗則是有一準實驗設計，70名65歲以上的老年人，

分實驗及對照組，實驗小組分為5個7人小組，每週進行1小時身體鍛練，

連續八週。所有受試者在身體活動問卷調查之前測和後測評估，比較體

力和得分結果達顯著差異(Manavi & Abedi, 2016)。運動除了能夠增強肢

體及生理能力，對於最令人望而生畏之老年疾病認知功能的衰退，也有

助益。因退化造成的失智，研究建議於中年期即養成規律有氧運動的習

慣，使心肺功能提升，腦中含氧及血流量增加，即能減少大腦斑塊形成

（林宗緯，2015；黃森芳、陳聰毅、何采容、黃國欽，2013）。一針對

70歲以上的668位高齡者從事兩樣身體活動（如步行、園藝……等）比進

行一樣身體活動，在測量MMSE（認知功能評估測驗）有更高的分數，

顯示身體活動對認知也有助益(Gallucci et al., 2009)。而於英國進行的一

項大規模身體活動干預，實施於768位已退休，久坐不動的社區65歲以上

長者，經過12個月後，使用核磁共振(MRI)成像判斷腦萎縮情形，評估其

認知功能；結果亦發現足夠活動能提高有氧能力，減少相關疾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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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hi et al., 2018)。學者蒐集文獻回顧指出鍛鍊能預防老年癡呆，且增

加治療的效果(Kang & Kang, 2017)，也再次印證透過運動，預防勝於治

療的好處。另外，長者不只有以上運動，水中體適能也是能考慮的選擇

之一，水中體適能是安全且很適合長者的運動，國外實證研究26個老年

婦女，16個進行水中訓練，每週5次，每次30分鐘，及4個月的10米步行，

和對照組進行比較分析後實驗組心臟速率明顯提升 (Ochoa Martínez, 

Hall López, Paredones Hernández, & Martin Dantas, 2015)。水中活動不僅

能夠有效提升生理功能體適能，也包括提高其心理層面的自尊和幸福感

（胡凱揚、王俊明，2014）。學者綜觀文獻回顧也指出老年人參加身體

活動，可以增進其幸福感（古博文、陳俐蓉，2012）。一針對淡水地區

65歲以上銀髮族的問卷調查，回收問卷342份，統計顯示銀髮族在休閒運

動的參與動機和幸福感之關係時亦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郭芳坤，

2015）。而在社交方面，一研究訪談6位高齡喪偶婦女發現參與休閒及規

律的運動，藉著此社交互動增進社會支持可以緩衝喪偶之壓力，維持生

心理及人際交流的健康（陳上迪、姜義村、王聖杰，2011）。由以上可

知，運動對高齡者有實質促進生理、心理及社會健康的正面效益。 

二、運動對已罹病高齡者之效益 

    高齡者一旦罹病，加重身體的不適臥床，容易使身體活力降低，心

理更容易抑鬱消沉，久病厭世的新聞也時有耳聞。透過運動的介入，可

減短疾病的時間過程，加速其復原力；並在脫離疾病後瞭解運動的重要，

切實執行，使疾病減少復發不啻為一佳音。    

    而面對已罹病之病患，運動能夠帶來促進康復的效益。可以透過運

動來改善的高齡者疾病較常見為肌少型肥胖症。由於老化會造成身體組

成的改變，使脂肪細胞更多堆積在內臟且浸潤肌肉細胞，造成肌肉質量

減少，因無鍛鍊，肌力也降低（盧佳文、陳怡茹、黃國晉，2014）。面

對掌握高齡者的健康，最簡易的方式如透過體脂肪百分比，也就是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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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重量佔全身體重的百分比來瞭解身體的健康狀況。以體脂率來瞭解

是否肥胖是較正確的方式，因有些體型看似較瘦者，內臟也可能凝聚大

量的脂肪。就生理學來說，肥胖即是身體能量儲存速率大於消耗速率造

成的代謝不平衡狀態，因此控制攝取量和經由運動來消耗能量是控制肥

胖的治本之道。張莉莉與呂萬安（2015）指出肥胖是造成慢性病和罹癌

的主因；過多的體脂肪會導致胰島素阻抗及心血管疾病；但若提供運動

訓練，再加上飲食控制，能有效降低內臟脂肪及改善血脂（徐錦興、曹

德弘，2008；潘寶如、陳天文，2011）。而肥胖亦會造成三高，經文獻

回顧，運動是改善三高的不二法門，尤其建議每週三至五天，每天30分

鐘以上中強度有氧運動、持拍運動如網球……等，對於心血管功能有正

面助益，能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之風險（周峻忠、趙曉涵、陳美莉、林

信甫，2017；陳銘樹、江行全，2014；張祐華、謝錦城，2013）。除了

慢性疾病對器官會造成傷害外，肌少肥胖型症比一般正常人、肌少症或

肥胖症失能的可能性更高（黃文亞、簡盟月、吳英黛，2013）。根據一

中老年人骨骼肌減少症盛行率與相關危險因子之流行病學調查，平均年

齡59.5歲之1191位中老年人測量其身體質量指數，及使用生物電阻抗分

析儀測量體脂率及骨骼肌量，研究顯示，較低的身體質量數和高脂肪率

亦容易出現骨骼肌少症之問題，進而引起退化性病變（郭卜瑄等人，

2013）。由於退化、罹病及活動量減少，肌肉量也隨著流失，而更容易

失能、跌倒、退化，最後住院，甚至死亡。對此高危險族群，應該要提

早提供身體評估，並介入策略，以減少失能的發生及避免生活品質因此

更為低落（陳思遠、張欽凱，2014）。有氧肌力運動可改善骨性關節炎；

負重有氧運動可增加肌肉量及肌力則對骨質疏鬆患者很有幫助（王秀

華、李淑芳，2009；陳銘樹、江行全，2014）。膝關節炎和心血管疾病

一樣，在導致失能上，比起其他高齡患者的身體疾病有更高的風險，因

此針對此一病症取樣35名患者，進行有氧訓練，於初期、兩週後及十週

後分別記錄評估，其疼痛參數和功能量表評分皆在二週和十週後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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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Trăistaru, Kamal, Enăchescu, Avramescu, & Kamal, 2015)。另外，西元

2016年臺灣的十大死因，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名列第七（衛生福利部，

2017），而運動訓練是肺部復建的重點項目之一，可改善患者呼吸困難，

並減少復發機率（陳綱華、洪碩屏，2002）。疾病影響生理，生理亦會

影響心理，在一門診醫療中心。針對65歲以上冠狀動脈病患分為常規護

理組15人和運動訓練組21人，訓練組在12週內完成36次運動訓練後進行

心電圖、運動壓力測試、6分鐘步行測試、手強度測試，及問卷調查表

SF-36，整體身體功能、心理情緒及社會功能都有顯著改善(Chen, Chen, Tu, 

Huang, Jhong, & Lin, 2014)。而在心理病症方面，運動也有改善復原的效

果，一針對舞蹈和老人抑鬱症相關研究文獻回顧指出舞蹈活動除了促進

健康之外，亦能減緩抑鬱症(Marks, 2015)；而老年人的運動方案的確能

夠改善抑鬱，提升生活品質和自尊(Park, Han, & Kang, 2014)。 

運動不只可使疾病有加速復原之效，在病癒後維持身體的健康，降

低復發率，更是不可忽略。林郁珊等人(2012)指出，急性心肌梗塞因醫療

的進步，在1970年後死亡率降低，但復發率和發生率卻不斷提高，整理

相關研究發現是因患者未在出院後接受預防照護及運動訓練，原因是可

參考之運動處方不多；但建議若能有中高強度以下之有氧運動，每週3-7

次，每次30-60分鐘，將運動分為暖身期、有氧訓練期和緩和期，將有良

好成效，死亡率、再發率皆可降低，並對生、心理及生活品質都有益處。

借鏡美國近年較常見之心臟復健計畫，在出院後經轉介參與以醫學監控

老年人結構化運動項目為主的綜合型方案，也包含門診、藥物、健康教

育等，都顯示有益提高癒後生存、運動能力、生活質量及社會心理健康

(Doll et al., 2015；Menezes, Lavie, Forman, Arena, Milani, & Franklin, 

2014；Menezes, Lavie, Milani, Forman, King, & Williams, 2014； Schopfer 

& Forman, 2016)。顯見運動能夠有改善疾病、維持健康、減少復發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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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對失能高齡者的效益 

當因疾病導致失能的危險或進入失能，便會失去活動的能力和慾

望，容易造成肌肉的萎縮、代謝的下降，進入更大的惡性循環之中；且

將影響心理更加負面、抑鬱；更易影響到與家人親友的關係，與社會更

加疏離。但同樣地，在許多研究中都指出運動有預防失能、改善失能之

功效，整理相關文獻如下： 

（一）有關生理層面的相關研究 

    在養護機構當中，對第一線照護人員最兩難的是究竟要以約束限制

高齡者活動以防止跌倒，還是讓其繼續日常生活活動的照顧困境。一機

構有長者848名，曾使用一種約束以上共628名，比率為74.1%，雖然跌倒

的發生率低，也比歐美的機構低，但約束的盛行率卻是大大相左，美國

只有4%，甚至有機構是0%（黃惠璣、吳森琪、蘇秀娟，2010）。黃惠璣

等人從2010年的文獻的探討發現對預防高危險族群跌倒的方式還有其

他，如透過危險評估量表發現跌倒原因（黃惠璣，2004）；穿戴髖部護

墊預防跌倒時髖部的骨折（Huang, Lee, & Wu, 2006；黃惠璣、林季宜、

王寶英，2007）；以太極拳改善平衡力及肌力 (Huang, Liu, Huang, & 

Kernohan, 2010)等。在印度針對18名護理中心65歲以上的長輩的阻力訓

練及傳統平衡訓練實驗，每週4次達6個月，也發現阻力訓練加上平衡訓

練對下肢肌肉改善較有效(Joshua et al., 2014)。因高齡者身體本就會衰弱

退化，與導致失能密切相關，但適當攝取均衡營養，尤其是蛋白質的質

量，加上阻力型的運動，對於骨質密度、代謝率，都有幫助，可提升其

獨立生活能力（陳喬男，2015）。而實證研究證實運動加上營養補給在

生理方面有實質的成效，一針對52名80歲以上身體虛弱，在門診康復中

心接受長期護理的老人分別以每週兩次，長達三個月的干預進行肌肉、

有氧、平衡訓練及營養的介入，研究結果發現營養和運動療法的組合可

顯著改善總體下肢肌肉力量(Ikeda et al., 2016)。另一研究使用體感遊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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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養護機構35位65歲以上之失能高齡者，了解對其簡單反應力之影響，

分別為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之實驗組進行4週介入，無認知障礙之實驗組

進行8週介入，結果顯示介入8週者，其反應力與對照組相比達顯著差異，

但若撤出介入，反應時間標準差呈顯著退步，表示無法獲得延宕效應，

了解體感遊戲對簡單反應力具有正向的效果（陳上迪、姜義村，2013）。 

 

（二）有關心理、社交層面的相關研究 

運動能夠使失能高齡者增加整體的自尊感受。相關研究如有一調

查，收集6間不同安養護機構，共137名老人進行身體自我效能、身體勝

任感、身體接受、身體自尊、整體自尊等量表的填答驗證了健身運動與

自尊，假定個體的身體自我效能會影響身體勝任感，身體勝任感會直接

影響身體自尊，或是透過身體接受間接影響身體自尊，身體自尊再影響

假設模式中最高階層的整體自尊，亦即健身運動能提升身體自我效能，

亦會間接影響自尊的心理健康（周嘉琪、王俊明，2012）。失能狀況不

僅會影響自尊，對心情的影響更是甚鉅；在日本一研究訪談調查581名老

人，則顯示嚴重的抑鬱症狀會加速失能的進展，造成惡性的循環(Kondo, 

Kazama, Suzuki, & Yamagata, 2008)。為打破心理和生理的交互影響，韓

國針對645名65歲以上高齡者進行老年抑鬱量表、物理功能量表和身體表

現測試（在身體活動定義一定標準範圍），發現老年人適量的身體活動

可有效減輕晚年憂鬱症狀 (Lee & Park, 2008)。而一居住於養護院中170

位平均年齡84歲之失智症患，施以高強度功能鍛練計劃，比較實驗組和

對照組，結果前者反應冷漠的程度較低(Telenius, Engedal, & Bergland, 

2015)。以上研究皆顯示身體活動可減緩失能高齡者心理負面的症狀反

應。在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和對社交關係的影響之文獻相對較少，在一

養護機構50位高齡者參與體感遊戲之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可激發挑戰心

理，產生動力，亦有創造人際互動和話題的質性觀察記錄（陳志維、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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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淇、吳信緻、張吉堯、劉懋、姜義村，2013，12月）。由此可見，運

動能夠促進失能高齡者的心理健康及社交互動。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實為支持運動對於失能高齡者具有重要性與必

要性。從研究中我們亦可發現其實驗之運動方案都是經過設計的處方，

不是單純也不能隨意，因此需要專業的介入；且若僅短期性的實驗方案

是不足夠的，需要長期性的鍛鍊才能維持其成效。要達成長期不間斷的

鍛鍊必須有一明確目標，讓人渴望達成，期望超越，而透過訓練使身體

各方面更加敏捷強壯，技巧更加純熟靈活，策略更加多元豐富足以應戰；

參與全國性的養護機構運動會就是運動境界的達成和追求理想目標。運

動會的價值也不僅於生理方面，其涵蓋心理、社交、社區地域及文化之

間的連結……等多面向益處，有不同於在機構內運動的價值。 

 



 

17 

 

第二節  「運動會」對機構失能高齡者的意義 

 

    人類運動的歷史始於在環境的適應生存，是因保護身體活動而來（徐

文忠，2013，頁9）。後為培養一般勞動和生活的技能（如追捕獵物）而

開始鍛鍊身體素質，而發展出「身體練習」，經過不斷地分類和總結，

有更多功能和目標的動作出現，能夠提供體能比較的機會，進而繼續演

化出「競技體育」，在新石器時代即發展出較具形式的競賽 （顏紹瀘，

1980，頁2）。由於競賽會分出勝負，必須從平時鍛鍊以累積實力，而自

然增強練習運動的動機。 

    西元前八世紀(776BC)至西元四世紀之希臘城邦時期，部落間常為了

地盤或利益產生頻繁的衝突，為了加強作戰能力和增進內部團結而舉辦

祭禮的競賽，最為人所熟知的有古奧林匹克運動會；它具有更複雜的社

會文化作用，如團結成員、軍事訓練、祭祀祖先、緬懷英雄、祈求豐年，

驅邪禳病，和宗教有較密切的關係，稱之為「原始運動會」（徐元民，

2005，頁228；顏紹瀘，1980，頁3）。希臘城邦亦為表達敬天的態度，

在節期時會舉辦體育競技和舞蹈歌詠，歡慶祭祀神祇；因此不僅有運動

比賽，也含有宗教、藝術、人文的內涵；在這各自為政，常有武裝鬥爭

的希臘，唯有在祭神的盛會時能夠排除成見，聯合聚集在同一個地點舉

行競技賽會，那時必要停戰，訂定「神聖休戰條約」稱之為「神聖的休

戰」，各城邦克制自我、信守承諾、和平相處，一起熱烈投入競技比賽，

在不覺中即促成民族的團結；並且藉由運動會表現國家青年鍛鍊的體

格，使他國不敢來犯；並且此地因匯集各地人士，可促進文化的傳播與

交流；另參與古奧運之參賽選手皆經過嚴苛訓練，除了生理的鍛鍊，也

包括心理方面的勇敢、智慧、節制與正義的美好品格，能成為美好的榜

樣典範。因此綜合以上賦予了運動會具有祭神、團結和平、宣示武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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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文化及培養勇士品格的意義（呂潔如，2010；徐元民，2005，頁108；

徐文忠，2013，27頁；許義雄，2007）。 

    而現代奧運及各項運動會之思想便淵源於古奧運，也延續其精神（徐

元民，2005，頁227、228）。現代運動會的典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奧

林匹克憲章》指出，奧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瞭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

爭的精神（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17，頁21）。通常它包括參與原則、

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友誼原則和奮鬥原則。參與原則是奧林匹克精神

的第一項原則，最早提出為一美國主教：「參與比取勝更重要！」因此

運動會是一項很重要的社會參與活動（林玫君，2009）。一為心臟病童

定期舉辦的「歡心鼓舞運動會」特別依病童的需求設計了動、靜態各分

為三級（輕度、中度、重度）之運動項目，不但培養孩子運動的習慣，

更提升病童的身體體能；增加了親子運動的機會，也建立了同儕間團結

合作的精神（楊育安、黃永寬，2016）。由此看見運動項目精心規劃層

級不同的重要，能使每個長輩都有均等參與的機會。由國小運動會觀察

其可在「德」方面培養守法服從社會規範；在「智」上因競技有其技巧

的思考、策略的應用，透過比賽可訓練反應，增加機智；在「體」上，

為了追求成績的表現，必然看重平時的練習而養成運動的習慣；「群」

即能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促進人際互動；而運動會呈現給觀眾的即是

「力與美」的表現，由此可見運動會的多面向價值（陳琪凌、沈立、林

建堯，2015）。而「德、智、體、群、美」不是單屬於對孩子、青少年

的族群表現，也代表一個高齡者從生理到心理和社群關係的生活品質。

且運動會有傳承歷史發揚古代運動會追求和平團結的精神、教育友誼和

尊重、公平競爭等原則的功能，更能帶來文化交流的影響力（陳東韋、

李仁佐、謝旻凱，2014）。當失能高齡者可以走出來參加運動會，呈現

運動在生理、心理及社交上影響所帶來的照護成果，也使服務提供者有

彼此學習交流的機會，機構間更多的經驗分享，必能提升失能高齡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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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方式及品質，使照顧的模式有被更新的機會；成為在機構間推行運

動、健康老化、成功老化的宣傳典範。 

    綜整上述，可以看到運動會的價值在機構間能互相交流、分享成長、

不閉門造車、開闊視野、資源流通；機構本身則能獲得好的評價、成長

的動力，和減少許多負向成本的開銷。在機構失能高齡者方面，為一、

在生理方面，因運動會是平日練習成果的呈現，因此能有助失能長者建

立穩定規律運動的習慣，假以時日必能促進體能發展；另外，對於運動

的強度設計因競賽須達水平之要求，並非一般休閒活動所能觸及；第二、

心理方面，參與運動會能帶來快樂愉悅及成就和自信；第三、在社會方

面，達到團體合作、人際互動、社會參與的功能。因此我們可以瞭解辦

理運動會對機構本身有正面的助益，而運動會對失能長輩能具有身、心、

社會全方位生活品質提升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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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回顧臺灣高齡者運動會之發展 

 

    在臺灣邁入高齡化社會之際，高齡健康促進的議題也獲得重視。政

府階層透過立法鼓勵與民間力量結合透過運動會的舉辦，推廣運動休閒

及體育活動。本節將透過所蒐集現有之新聞資料，整理一般高齡者運動

會相關報導於第一節、一般健康高齡者運動會；也透過過去失能高齡者

運動會相關歷史文獻的收集，呈現於第二節、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

所蒐集報導及文獻資料陳列如下： 

一、一般健康高齡者運動會 

  從西元1980年開始政府公布施行「老人福利法」，後經歷西元1997

年及2007年的全文修正後公布，政府和民間就開始積極著手各項福利服

務的措施。另外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所產生新的需求，「老人福利法」於

2015年12月9日再次修正公布，於第三章服務措施，第27條為充實老人生

活，主管機關應結合民間資源舉行老人休閒、體育活動（老人福利法，

2015）。 

  本研究蒐集一般健康老人運動會相關資料如下： 

    根據新聞資料最早為西元2001年由財團法人臺北市老人基金會開始

舉辦老人運動研習營，第一屆基金會所舉辦之老人運動會，是2002年辦

理之老人運動研習營大會，逾二萬多位（長者加志工及觀眾）參加；第

二屆於2004年辦理臺北老人運動會，參與人數更超過四萬人次（長者加

志工及觀眾），活動多屬正式技術性競賽，項目如鐵人、田徑、游泳、

桌球、羽球、籃球、橄欖球、足球、木球、槌球、地面高球、滾球。還

有太極拳、外內丹功、元極等團體運動；另外還有藝文類圍棋、象棋、

麻將、歌唱、攝影等項目（財團法人臺北市老人基金會，2010）。第三

屆於2006年10月則有二萬人次（長者加志工及觀眾）約近四千人參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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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運動會，有田徑「負重競跑」和水中競賽等（大紀元，2006, 10, 21；

彭蕙仙，2006, 9, 14）。第四屆於2007年有2500位長者參賽挑戰鐵人賽、

馬拉松、田徑、健走、桌球、槌球等；除了田徑比賽，還有適合團體遊

樂的麻將、圍棋、象棋、歌唱、攝影等比賽（殷偵維，2007, 12, 2）。「ZESPRI 

2009臺北老年運動會」由臺北市老年運動協會、臺北市老人基金會於2009

年在小巨蛋舉辦，比賽項目有橄欖球和麻將等（臺灣行旅遊網，2016, 4, 

12）。「ZESPRI 2013臺北老年運動會」於2013年在小巨蛋，比賽項目為

桌球，男女健跑100m、400m、800m，高爾夫、橄欖球賽（財團法人臺

北市老人基金會，2013；Shining Lai, 2015, 8, 29）。2016年10月9日所舉

辦的「ZESPRI 2016臺北老年運動會」也是屬於綜合賽事的運動會，內容

包含捷式、蛙式、仰式、蝶式游泳，及桌球及網球比賽，和團體競賽的

籃球、槌球、地面高球、太極拳等的運動項目（財團法人臺北市老人基

金會、臺北市老年運動協會，2016）。 

    而另一從西元1999年成立之民間組織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以下簡稱華山基金會），從蒐集資料顯示民國2013年起，開

始舉辦「第一屆愛老人運動會」。華山基金會在全省各地皆有分會，每

年在各地、不同時間點都會舉辦運動會，如2013年5月25日於朴子公所廣

場舉行「愛老人運動會預賽」，當日有「甩掉負擔（「甩掉魔鬼氈網球」、

「揮出健康(揮出棒球)」的趣味性活動（蘇泰安，2013, 5, 20）。另有6

月1日於榮星花園出發的長輩公益健走運動會宣傳（魔法部屋，2013），

含志工共超過5000人參與。「第二屆愛老人運動會」也在各地展開，2014

年5月16日華山與義隆集團於5月16日為17日的「愛老人端午動起來」運

動會舉辦獨老走秀（彭瑞蘭，2014, 5, 14）；5月16日在雲林也舉辦運動

會開跑秀，為5月24日運動會熱身（陳昭宗，2014, 5, 16）；6月28日則與

創世基金會合辦，邀請全縣獨居老人200名在苗栗縣頭份國小，推出多樣

趣味競賽，如滾球競賽、簡易保齡球競技、九宮格投球等（江詩筑，2014, 

6, 29）。「第三屆愛老人運動會」則有在2015年5月27日於臺中清水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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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人分五隊進行趣味競賽的相關報導，進行「燒肉粽投籃」、「粽子

高爾夫」等項目（張軒哲，2015，5, 27）。關於「第四屆愛老人運動會」

的報導，有2016年6月18日邀集臺東200多位獨老於臺東高商舉辦，安排

有闖關接力賽，包含百發百中、搖頭晃腦、猜拳棒打頭……等活動（國

立教育廣播電臺，2016, 6, 18）；而6月25日邀請苗栗縣內250名長者至育

達科大參加「寶貝運動會」有「掃把保齡球」、「大球推推樂」等項目

（黎薇，2016, 6, 25）； 到2017年已進入第五屆。於6月23日在屏東大仁

科技大學體育館，舉辦「愛老人轉動起來」運動會，吸引了屏東縣270

多位弱勢長輩和義工朋友參加，會中帶阿公阿嬤們做國民健康操，舒展

筋骨，現場也準備許多長者們孩提時代的童玩，像是棉花糖機、丟沙包、

吊酒瓶、彈珠檯等類似園遊會的趣味遊戲（潘建志；2017, 6, 24；羅欣貞，

2017, 6, 23）。健康老人運動的推行如雨後春筍般的遍地開花……。2016

年的10月1日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和國立體育大學也主辦「不老青春趣味競

賽運動會」，內容有趣味競賽「陸上行舟」、「同心協力」兩項及六項

闖關活動（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國立體育大學，2016）。     

    針對單項競賽，有長者個人報名參與，如來自桃園大溪區101歲的人

瑞郭庭虎先生於2016年10月16日參加第八屆遠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全

程9公里完賽，獲主辦單位表揚。其在90歲開始練習長跑，連續8年未缺

席遠東新世紀杯馬拉松，一年平均參與三、四十場賽事（臺灣壹讀，2016, 

10, 17）。2017年康健雜誌網路版也報導83歲的張炳榮先生從60歲起開始

參加各單項運動賽事，70歲時跑42.195公里的全馬，只花3個小時57分完

賽，奪下第一名。73歲時更進軍113公里超級型鐵人三項，以7小時完賽，

再次奪金。甚至參加過300公里大鵬灣自行車比賽，以18小時完賽（楊心

怡，2017, 4, 14）。單項競賽專門為長者舉辦較熱門之比賽為衛福部社家

署主辦，老人福利聯盟承辦推動之「全國銀髮族槌球錦標賽」現有資料

於2008年10月8日於北市中山足球場舉行，共來自全國100支球隊，近600

人參與。（中華民國老人福利推動聯盟，2008）；2009年共89個隊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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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老人福利推動聯盟，2009）；2013年於臺東森林公園槌球場地舉

辦，共55支隊伍，450位選手參加（臺東電子報，2013；臺東縣政府社會

福利科，2013, 10, 26）；2015年10月4日於臺北市體育園區田徑場，共96

支隊伍參賽（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2015, 10, 4；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

動聯盟，2015, 10, 13）；2016年10月4日於國立臺灣運動大學田徑場，共

75隊，500位長者參與（中華民國老人福利推動聯盟，2016；蘇孟娟，2016, 

6, 25）；2017年10月24日於高雄市岡山槌球場舉行，共80支隊伍參賽（中

華民國老人福利推動聯盟，2017, 10, 24；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2017）。

由所蒐集之資料歸納一般健康高齡者運動會為三種型式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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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一般健康高齡者運動會之類型 

西元年代 一、綜合賽事類 二、休閒聯誼類 三、各單項比賽類 

2002年 ●<老人基金會第一屆老人運動研習營大

會> 

  

2004年 ●<老人基金會第二屆老人運動會>比賽項

目：正式技術性競賽，項目如鐵人、田徑、

游泳、桌球、羽球、籃球、橄欖球、足球、

木球、槌球、地面高球、滾球。還有太極

拳、外內丹功、元極……等。 

●<老人基金會第二屆老人運動會>比賽

項目：藝文類圍棋、象棋、麻將、歌唱、

攝影……等項目。 

 

2006年 ●<老人基金會第三屆老人運動會>比賽項

目：有田徑「負重競跑」和水中競賽……

等。 

  

2007年 ●<老人基金會第四屆老人運動會>比賽項

目：鐵人賽、馬拉松、田徑、健走、桌球、

槌球……等。 

●<老人基金會第四屆老人運動會>比賽

項目：麻將、圍棋、象棋、歌唱、攝影……

等。 

▲張炳榮先生73歲參加113公里

鐵人三項，奪冠。 

2008年   ○全國銀髮族槌球錦標賽於北市

中山足球場，共100支隊伍，600

人次參與。 

2009年 ●<Zespri 2009臺北老年運動會>比賽項

目：橄欖球……等。 

●<Zespri 2009臺北老年運動會>比賽項

目：麻將……等。 

■94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一屆遠

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 

○全國銀髮族槌球錦標賽共89支

隊伍參與。 

2010年   ■95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二屆遠

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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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6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三屆遠

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 

2012年   ■97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四屆遠

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 

2013年 ●<Zespri 2013臺北老年運動會>比賽項

目：桌球，男女健跑100m、400m、800m，

高爾夫、橄欖球……等。 

◆華山基金會舉辦「第一屆愛老人運動

會」，5月25日於朴子公所廣場舉行「愛

老人運動會預賽」，有「甩掉負擔（「甩

掉魔鬼氈網球」、「揮出健康(揮出棒

球)」等趣味性活動。6月1日於榮星花

園舉辦內容為健走。 

■98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五屆遠

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 

○全國銀髮族槌球錦標賽於臺東

森林公園槌球場地，共55支隊

伍，450人次參與。 

2014年  

  

◆華山基金會舉辦「第二屆愛老人運動

會」6月28日於苗栗縣頭份國小，有獨

居老人200名，項目內容為多樣趣味競

賽，如滾球競賽、簡易保齡球競技、九

宮格投球……等。 

■99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六屆遠

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 

 

2015年  ◆華山基金會舉辦「第三屆愛老人運動

會」於臺中清水120名老人分五隊進行

趣味競賽，有「燒肉粽投籃」、「粽子

高爾夫」……等項目。 

■100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七屆

遠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 

○全國銀髮族槌球錦標賽於臺北

市體育園區田徑場，共96支隊

伍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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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代 一、綜合賽事類 二、休閒聯誼類 三、各單項比賽類 

2016年 ●<Zespri 2016臺北老年運動會>由臺北市

老年運動協會、臺北市老人基金會舉辦之

比賽項目：捷式、蛙式、仰式、蝶式游泳，

及桌球及網球比賽，和團體競賽的籃球、

槌球、地面高球、太極拳……等。 

◆華山基金會舉辦「第四屆愛老人運動

會」6月25日邀請苗栗縣內250名長者至

育達科大參加「寶貝運動會」有「掃把

保齡球」、「大球推推樂」……等項目。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和國立體育大學主

辦「不老青春趣味競賽運動會」，內容

有趣味競賽「陸上行舟」、「同心協力」

兩項及六項闖關活動。 

■101歲郭庭虎先生參加第八屆

遠東新世紀盃經典馬拉松全程

9公里完賽。 

○全國銀髮族槌球錦標賽於國立

臺灣運動大學田徑場，共75

隊，500位長者參與。 

2017年  ◆華山基金會舉辦「第五屆愛老人轉動起

來運動會」6月23日在屏東大仁科技大

學體育館，屏東縣270多位弱勢長輩和

義工朋友參加，國民健康操孩提時代的

童玩，像是棉花糖機、丟沙包、吊酒瓶、

彈珠檯……等類似園遊會的趣味遊戲。 

▲張炳榮83歲三鐵最高齡記錄

保持人；300公里大鵬灣自行

車比賽18小時完賽。 

○全國銀髮族槌球錦標賽於高雄

市岡山槌球場舉行，共80支隊

伍參賽。 

註：主辦單位示意圖→●老人基金會、◆華山基金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個人參賽示意圖→■郭庭虎先生▲張炳榮先生 

（本表資料來源為大紀元，2006, 10, 21；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2009、2015, 10, 13、2017, 10, 24；公民新聞，2016；永信松柏園

養護中心，2017；江詩筑，2014, 6, 29；殷偵維，2007, 12, 2；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2016；財團法人臺北市老人基金

會，2010、2013、2016；國立教育廣播電臺，2016, 6, 18；張軒哲，2015，5, 27；陳昭宗，2014, 5, 16；彭瑞蘭，2014, 5, 14；彭蕙仙，

2006, 9, 14；楊心怡，2017, 4, 14；臺東縣政府社會福利科，2013, 10, 26；臺灣行旅遊網，2016, 4, 12；臺灣壹讀，2016, 10, 17；潘建志，

2017, 6, 24；黎薇，2016, 6, 25；羅欣貞，2017, 6, 23；蘇孟娟，2016, 6, 25；蘇泰安，2013, 5, 20；魔法部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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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所蒐集之新聞資料顯示一般健康高齡者運動會，較不受地點限

制，對運動項目內容調整也較少。運動項目包含了綜合賽事和休閒聯誼，

及單人報名非老人運動會之賽事（如馬拉松）和單項賽事（如槌球）。

影響運動會項目內容主要因素為所合作之專業機構投入的協助，以及考

量促成更多社會參與而納入休閒聯誼類，如財團法人臺北市老人基金會

所辦之高齡者運動會。若單僅純粹為休閒聯誼類之運動會，具有較多的

社交意義及對心理層面的益處，如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所辦之運動會，但就以運動要達到生理的健康目的則顯較為薄弱。 

    機構的失能高齡者要進行運動，需經過改良調整之運動處方，所舉

辦運動會的地點也必須考量無障礙環境、交通便利等要素，且運動有其

重要目的，為維持生理機能的活躍、心理愉悅的活力、及社會活動的參

與。而辦理運動會更重要的是喚起政府、機構及大眾對失能高齡者運動

的重視，全面提升其生活品質。因此我國發展養護機構失能高齡者參與

「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過程更顯重要。 

 

二、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 

    我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主要推動者為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

商研究所教授姜義村老師，因此永信基金會籌辦「『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歷史發展也是運動專業與機構合作經過的

發展史，研究者將之劃分為第一階段：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2006年

至2012年）、第二階段：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2012年至2013

年）、及第三階段：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2014年至2017

年）。在發展時期各有不同的重點工作和推展歷程。以下就不同歷史分

期中之重要參考文獻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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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2006年至2012年） 

    2006年9月8日（星期五）於萬里福華翡翠灣由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機

構協會主辦之「95年度臺閩地區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報」在苗栗縣社區

海青老人安養中心任職的葉建鑫擔任聯繫會報之企劃組，特別邀請當時

任教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姜義村老師擔任課

堂講員之一，講述運動休閒治療與老人福利生活照顧（如圖一-A）（老

人福利機構協會，2006）為將專業引進機構的開端，影響與會人員148

人次。會報結束後，經過2006-2008年協會賴添福理事長任內，及2009-2011

年協會陳敏雄理事長任內期間，姜老師多場次在各機構的演講與課程推

廣（如圖一-B），及2009年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委請基隆經國管理暨健康

學院觀光休閒與健康系林怜利老師於2010年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

閒運動服務補助計劃」（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2009，12月；臺灣老

人福利機構協會，2012）（如圖一-C）；並於2012年1月1日積極推動由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的第一次「老人福利機構休閒運動-種子員基礎

培訓課程」（如圖一-D）。且同年六月開始籌辦「寶貝活力『綻』，真

正有夠讚」（如圖一-E）的機構表演秀活動；但也深感只有表演秀對失

能高齡者健康促進仍有不足之處，因此姜老師在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

帶領學生進入機構進行國科會計畫，具體實施並研究「多元化身體活動

方案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手眼協調與反應力之成效」（如圖一-F）（傅

修淇，2012）證實運動對長者健康之實質幫助。繼續於10月11日(星期四)，

在西湖渡假村西湖聖恩養生會館亦由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機構協會主辦之

「101年度臺閩地區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報」，葉建鑫再次邀請姜義村博

士及吳晞瑗講師蒞臨現場，分別於老人休閒運動工作坊中教授「肌力運

動」及「有氧運動」（如圖一-G）。分別以演講型式將老人運動的觀念，

傳遞給與會老人福利機構之負責人（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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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運動專業的觀念開始注入與會機構負責人的經營理念中，使

機構從一開始只注重「生命維持的服務模式」更進一步思考「生活品質

的服務追求」；亦開始與運動專業合作，引進適合的運動處方，期待改

善失能高齡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以提升其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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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2012年至2013年） 

    2013年與協會合作的「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閒運動服務計畫」（如

圖一-H）（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2013）的第二階段種子培訓課程則

持續進行著。另外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於2013年2月至4月更進

一步與永信基金會產學合作，進行「高齡者休閒運動系列研究之一：導

入運動方案和桌上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康行動研究」（如圖

一-I）（姜義村，2013）；及5月至6月實施「高齡者休閒運動系列研究之

二：導入休閒運動方案與感覺統合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康行

動研究計畫」（如圖一-J）（姜義村，2013），嘗試導入運動方案於機

構中推動開始經由研究看見成效；姜老師亦在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間

進行國科會計畫「不同種類體感遊戲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參與動機之研

究」（如圖一-K）（吳信緻，2013）。在透過三次研究的介入中，清楚

看見運動及遊戲在失能高齡者身上的成效。而延續2013的第二階段種子

培訓課程所辦理之成果發表會即是於12月在新北一運動館舉行之第一屆

的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如圖一-L）（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2013）。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2014年至2017年) 

    2014年起，姜義村老師合作的對象從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轉為財

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於2014年間（1月1日至12月31日）與

基金會及各專業合作建立「10組休閒運動套裝課程」（如圖一-M）並舉

辦工作坊，使與會10家機構確實瞭解套裝課程概念及內容，並召開專家

學者會議，與會者有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姜義村教授、士林靈

糧堂長青學苑吳晞瑗老師、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柴惠敏博士、雙連安

養中心賴明妙主任、好消息電視臺孫葆媛製作人、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

動管理學系暨碩士班李麗晶副教授，針對推動成果進行報告，由專家學

者提出建議以進行改善。後續更於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推出「STS

坐到站運動套裝課程」（如圖一-P），欲透過運用能力回復運動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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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克服使用昂貴儀器的缺點，研發費用低廉的套裝課程期待幫助機

構工作人員使用於運動指導，將此運動介入機構生活常規服務及作息

中，以進而改善失智長者之認知能力及肌力。 

    在運動會方面，2013年黃惠雯加入永信基金會發展部任職專員，開

始主責由衛福部社家署主辦，永信基金會承辦之2014年「『創齡，銀向

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如圖一-N）（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

會福利基金會，2014）、2015年的「『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

機構運動會」（如圖一-O）（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2015），

並於2015年因此方案獲得震旦集團傳善獎，獲得三年來自公益信託贊助

穩定經費（傳善獎，2015）；爾後繼續舉辦2016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如圖一-Q）（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

基金會，2016）及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

會」（如圖一-R）。且於2017年運動會前舉行臺中烏日高鐵站快閃活動，

為運動會進行宣傳活動（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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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武林秘笈—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本研究的心臟，像個幫浦，推動研究的前進。規劃嚴謹

的研究方法是顆健康的心臟，能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且事半功倍。因此

本章欲透過第一節、研究設計，第二節、研究步驟，和第三節、研究工

具，第四節、研究對象，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第六節、研究信實

度，第七節、研究倫理，詳盡說明整個研究的細部規劃。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探究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緣起，及回溯運動會發展

之歷史，需蒐集與推動運動會過程相關之文獻史實資料，並訪談研究參

與者推動過程之實際經歷，因此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進行之。研究分為兩

大部分進行設計，第一為追溯運動會發展歷程，第二為因應運動會發展

可能發生之阻礙，使用SWOT分析以研發解決問題之策略。研究設計思

考脈絡如下： 

一、針對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歷程： 

    由於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有其特殊之文化及發展背景，因此研究

者首先採用田野調查，對此文化進行深入瞭解；並蒐集發展過程中重要

事件書面史實，使用文獻分析，架構發展歷程；最後採用深入訪談研究

參與者其參與歷史部分，以完成運動會發展脈絡故事回溯工程。研究採

用之相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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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野調查法 

    居住於機構之失能高齡者，有別於其他社區式的失能高齡者，有其

特殊之生活方式，如團體的生活、規律的作息等；因此其參與運動及參

加運動會的方式也形成一特殊文化。因此研究者先採行田野調查法，包

括蒐集運動會相關資訊資料，如廣播、新聞……等，進行初步認識；並

使用參與觀察法，於運動會當天蒐集照片、錄影、文字記錄參與觀察成

果，以求掌握此族群在參與運動會的特殊性。 

（二）文獻分析法  

    對運動會概況有初步瞭解後，藉由訪談運動專家及活動主要籌畫者

初步確認運動會發展歷程相關文獻需蒐集範圍；繼之向相關單位調閱相

關計畫書、流程表、成果報告……等史實資料；待文史資料蒐集較為完

整後，進行時間脈絡的分類、活動內容的詮釋之文獻分析，歸納出運動

會發展歷史分期。 

（三）深度訪談法 

    透過運動專家與活動主要籌畫者建議訪談名單，針對其研究目的設

計開放式訪談大綱，訪談參與籌備之運動專家和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

與推動者，以詮釋觀點為基礎，訪談者和訪談參與者兩方互為主體，針

對歷史事件相互理解取得共鳴，並為現象賦予新的意義；也透過更寬廣

的時空脈絡來瞭解這些歷史事件的意義（紐文英，2017，頁512、513、

524、525），採用詮釋學派典為觀點的歷史過程分析研究法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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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運動會發展可能發生之阻礙，使用SWOT分析以研發

解決問題之策略 

    在運動會發展過程中，研究者亦會發現未來發展可能面臨之困境，

需要更深入地剖析，發展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在管理學中，有一解決企

業問題之策略發展的構想方式，為史坦納(Steiner)於1965年提出的SWOT

分析。其透過分析企業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討論出如何利用SO

（優勢和機會）、改進WO（劣勢和機會）、監視ST（優勢和威脅）、

消除WT（劣勢和威脅）來針對企業的問題進行分析研討，發展解決問題

策略如圖二（伍忠賢，2002；原文出自Steiner，1965）。 

 

  機會  

 

 

 

              劣勢 

   

   改進劣勢 

      

    利用優勢機會 

 

 

 

優勢 

  

 

 消除劣勢威脅 

 

 

     監視威脅 

 

    

 

                                    威脅 

圖二、SWOT分析策略圖（修改自伍忠賢，2002，313頁）                               

 

    SWOT不僅運用於企業，從陳國明(2006)也使用SWOT分析有關私

立專校的競爭策略；謝政勳(2016)亦採用SWOT來瞭解社區發展的經營策

略對農村再生的51個社區進行討論。SWOT也曾運用在臺灣已式微多年

的滑水運動推廣上，由於2009年列入高雄世運會項目，2011年纜繩索道

系統的引進，為其發展契機，於是李崑璋(2015)也藉SWOT整理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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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歸納此運動之優劣勢及機會和威脅，提出堆展策略建議。在2009年

世大運結束後，不論是藤球運動的推展（劉昶佑、鄭志富、劉耀益，2017），

或浮士德球協會的經營（黃明義，黃宏裕，2010），都明顯發現其瓶頸

之處，而使用SWOT分析其問題，進一步提出具體解決策略，期待仍能

發揚光大。我國身為東亞運創始會員國，卻因國際情勢所迫，無緣取得

主辦權；面對申請國際賽會，希望讓世界看見臺灣，葉雅正和梁伊傑(2010)

也使用SWOT分析我國申辦國際綜合運動賽會之問題，思索內部及外在

的解決策略，以作為推動申請東亞運主辦權之參考。因此本文於第四章、

第六節將針對運動會發展可能在未來產生之困境，以現有歷程經驗進行

SWOT分析，研發解決問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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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步驟 

 

    本研究為要瞭解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發展，研究者將其構思研

究的步驟過程記錄於本節，讓每個計劃能按部就班地進行，以確保研究

能夠順利進展；也將其轉換為流程圖，以利未來更進一步繼續研究的複

製和發展。本研究步驟如下： 

（一）研究前的預備工作 

    研究者先行蒐集及閱讀運動會相關資料，如新聞平面報導、廣播、

影片及相關期刊文獻；並參與2017年10月25日「第四屆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對此運動會進行初步觀察，蒐集相片、錄影、

文字相關記錄。由此為起點訪談運動專家姜義村教授及活動主要籌畫者

葉建鑫主任，回溯整個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歷史事件口述資料

以確認蒐集文獻範圍。另外針對主題多次與指導教授討論完成訪談大

綱。並著手設計研究邀請函、研究參與同意書、檢核函、訪談大綱……

等研究工具。後將所設計之問題，邀請一位符合標準的受訪者進行前導

研究，以調整訪談問題、技巧及精進提問之策略。 

（二）開始著手計畫 

1.蒐集歷史資料重建2006年至2017年推動運動會之發展歷程  

  與相關機構聯繫調閱2006年至2017年專業與機構合作之聯繫會報和

方案計畫，聯繫調閱機構包括衛福部社家署、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

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發展部，及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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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論文前三章計畫，經論文計畫口試修正後，送交倫理審查委員會  

    將所閱讀之資料，所欲研究之議題，撰寫研究之背景、動機、目的、

問題、限制及名詞定義；回顧文獻及設計研究方法及流程，並檢視確保

研究信實度之檢核函，及欲恪守研究倫理之研究知情同意書，思考風險

處理及受訪者補償措施。在研究計畫經口試委員指導修正後，送交本校

倫理委員會進行審查。 

（三）正式進行研究 

1.訪談參與之運動專家與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 

    在2018年3月8日，經本校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計畫於2017

年依所設計之訪談問題訪談參與活動設計之運動指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姜義村教授及永信基金會葉建鑫主任，及其他參與推動者。訪談時間

60-90分鐘，於受訪者方便之時間地點進行訪談。 

2.進行資料整理 

  研究者將蒐集2006年至2017年專業與機構合作之聯繫會報與方案計

畫資料彙整，與運動專家和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之訪談逐字稿

編碼整理，最後將訪談全數文字資料及參與觀察運動會之相關照片置入

NVivo.10進行後續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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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圖三、研究流程圖 

整理所有蒐集之資料轉譯為文本並匯入NVivo.10進行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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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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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調閱之運動會發展之
相關歷史文獻 

2.參與設計運動會之運動
專家和活動主要籌畫者
及參與推動者訪談之逐
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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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 
故事脈絡 

運動會
發展策
略分析 

同上訪談之逐字稿  SWOT分析 

 

蒐集並閱讀該運動會之新聞 
廣播報導及與主題相關文獻 

 

全程參與2017年10月25日 
運動會並觀察記錄 

 

訪談運動專家及籌畫者簡述機構運動會發展

歷史 

 

研究計畫及題目方向修正 
 

訪談參與設計運動會之運動專家和 

活動主要籌畫者 

訪談參與推動者 

撰寫研究成果並發表 

本計畫送交學術倫理委員會審查 

調閱機構運動會發展歷史文獻 
 

NViv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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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確定研究設計與方法之後，必須預備投入研究之工具，所謂「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下羅列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 

 

一、研究者本身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研究者本身是理所當然之研究工具，研究者的

經歷和經驗都深深影響從最先開始之研究主題的選擇，過程中之資料蒐

集分析的能力、敏銳度，到最後之文本的呈現與撰寫；研究者在學校所

受之訓練，對相關要求持守的嚴謹度，以及學習過程中培養觀察、訪談、

詮釋、分析的能力，皆會對研究結果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因此以下針對

研究者所受之訓練及相關經驗分述如下： 

（一）研究者所受之研究訓練 

  本研究之研究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大學

受教於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學時實習老人社工領域，

畢業後約有一年半養護社工的工作經驗，能夠深入感受養護機構長輩的

生理困難及心理需求和社會參與的需要。於研究所過程中完整受訓研究

倫理課程，取得「教育部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修課證明」（證

明書列於附錄六）及「臺師大研究倫理線上課程研習證明」（證明書列

於附錄七）。碩士班一年級時修習特殊教育暨復健諮商研究所姜義村老

師開設碩博層級之三學分「質性研究」課程，習得深入訪談、進行參與

觀察記錄之能力、資料分析整理的技巧及可擅用質性資料分析軟體

NVivo.11進行資料的編碼及整理。於碩士班二年級，繼續修習姜義村老

師開設之碩博層級三學分之「紮根理論」課程，在編碼和歸納分析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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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精進熟練。在碩士班三年級，更進一步申請跨校選課，於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求教劉世閔老師開設二學分之「質性資料分析研究」，學習質性

軟體NVivo.12之操作技巧，對於研究資料的收集分類、編碼分析和歸納

在軟體介面的搭配運用，皆更具概念而有利於研究之進行。 

（二）研究者與研究主題之關係 

  由於在大學時期實習老人社工，於畢業後進入養護機構工作一年半

的時間，有感於高齡者因失能入住養護型長期照顧機構，生理缺陷導致

無法自理的困難，加上心境上面臨極大的失落與脫離社會的孤獨感，身

心在不斷地惡性循環下，生活將愈發失去品質，但因醫藥的發達，痛苦

的年限將往後延長；曾努力於推動長輩活動，但人力資源有限，所能著

力甚少。多年後，當臺灣即將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年歲

不斷延長，也導致失能機率提高，生活品質堪慮之時，對失能高齡者能

在機構中因著運動專業的介入推展具效益之運動會，研究者渴望瞭解其

發展過程而特別致力研究，著墨其中。 

（三）研究者的研究前預備 

  在進行發展回溯及訪談研究前，研究者已先閱讀相關資料及文獻，

對此主題有一定程度之瞭解，並有多次訪談練習經驗，修正訪談技巧，

磨亮袋中的箭，以預備研究之用。 

（四）研究者所採取之觀點 

    必須建立在對世界的假定是多種觀點，研究過程屏除主觀意識，去

除成見，並使研究過程具有彈性和多元，目標是為了力求客觀瞭解機構

失能高齡者運動及運動會之發展，因此必須不斷進行自我檢視。但研究

者本身亦會有自身背景和視眶下的角度，在研究過程中也會詳實記錄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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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邀請函、研究者知情同意書及研究檢核函 

  基於研究倫理的議題，研究者設計使受訪者感到溫暖，尊重之邀請，

透過活動籌辦者之引見，增加願意受訪之機率；並準備研究邀請函、研

究者知情同意書（清楚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徵得其公開姓名之同意和受

訪之意願、並訪談及肖像權的使用同意）。於研究完成逐字稿時使用研

究檢核函，予研究參與者參閱檢核及簽名，以提高資料之信效度。（研

究邀請函列於附錄一、研究者知情同意書列於附錄二、訪談研究檢核函

列於附錄五。） 

三、研究訪談大綱及問題 

  針對研究訪談目的，將所希望瞭解之訪談問題，設計為三份半結構

式訪談問題，一份為深度訪談專家學者；一份為訪談活動主要籌畫者，

另一份為訪談參與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過程之參與推動者。題目

內容由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內容後，和指導教授討論而決定，以幫助研

究者鎖定問題核心焦點。在運動專家和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方

面，期待所設計之問題能夠增加臨場感，以達到感同身受之目的；並與

對方的對話產生互為主體的理解為導向設計之（訪談問題大綱分別列於

附錄三—（一）、三—（二）、三—（三）。） 

四、訪談札記 

    在每次的訪談中盡量使自己保持中立客觀，呈現出資料本身的原始

意涵，有賴於研究者不斷進行自我檢視和反省，於每次訪談結束後，研

究者需即刻記錄反省自我的視角。但研究者仍會有因自我相關背景經歷

所影響之視框問題，亦會忠實記錄於訪談結果中。（訪談札記列於附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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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工具 

  研究過程中，於訪談時所需之錄音筆、充足電池、隨記紙筆以記錄

訪談期間受訪者語氣、神情等非語言訊息；於研究過程中記錄用之相機、

手機、自拍棒……等。 

六、質性資料分析軟體 

  本研究使用Endnote.8文獻資料蒐集軟體整理所有收集之中、英文文

獻資料，以及採用質性分析軟體NVivo.10及NVivo.12進行資料的開放性

編碼、歸納主軸性編碼和選擇性編碼，以找出研究核心的概念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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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透過研究方法之確立，也備齊研究工具後，研究者擬定欲研究之對

象以確定後續研究蒐集及分析資料之範圍，為探討專家與機構合作推展

運動會的發展之研究對象選擇如下： 

 

一、 文獻蒐集 

    本研究蒐集從2006至2017年間，所有專業與機構合作之老人運動演

講活動及方案計畫，包括「95年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報」、2009

年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委請基隆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觀光休閒與健康系林

怜利老師於2010年辦理「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閒運動服務補助計劃」、

「101年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報」、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由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姜義村教授帶領學生進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多元化

身體活動方案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手眼協調與反應力之成效」及2013年7

月至2014年2月的「不同種類體感遊戲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參與動機之研

究」之成果報告書、2010及2012年由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的「老人

福利機構休閒運動-種子員基礎培訓課程」、2012年「辦理老人福利機構

導入休閒運動服務計劃」—（休閒運動DVD影片前身）、2013年「高齡

者休閒運動系列研究之一：導入運動方案和桌上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

者全人健康行動研究」及「高齡者休閒運動系列研究之二：導入休閒運

動方案與感覺統合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康行動研究計畫」之

產學合作計畫、2014年「建構老人福利機構休閒運動帶領者訓練模式—

（休閒運動套裝10組DVD方案計畫）」、2016年「運動VS.失智—建立

樂活能力回復運動—（STS坐到站系列運動DVD方案計畫）」、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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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補助計劃書（「創齡，銀向

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計劃書）。 

二、訪談參與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之運動專家和活

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 

    研究對象為立意取樣，欲訪談參與籌備指導單位之前衛福部社家署

老人福利組陳美蕙副組長、衛福部社家署田基武主任秘書（前衛福部彰

化老人養護中心主任）；主辦單位永信基金會趙明明執行長、發展部葉

建鑫主任、及發展部黃惠雯專員；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專家

姜義村教授；及其他參與推動者，如現任第八屆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

理事長賴添福先生（前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第二、三屆理事長）、臺

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名譽理事長陳敏雄先生（前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

第四屆理事長）、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永安老人養護中心陳廖梅芳理事

長（前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第六屆理事長）、主持人葡萄樹身心障礙

及弱勢家庭支持協會黃志農先生、及大仁科大兼任講師根秀欽小姐，共

11位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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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蒐集所有相關資料後，最重要的就是進行分類編碼，以方便在

條理中進行資料分析、編碼及發現研究結果。 

  將欲研究之歷史文獻，包括聯繫會報、方案計畫及針對專家及活動

籌辦者及參與推動者之進行訪談後之逐字稿，所有文字資料編妥代碼，

及參與觀察之照片資料、廣播聲音檔、影音檔，全數置入質性分析軟體

中，進行質性分析。 

一、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資料編碼 

（一）將所蒐集從2006至2017年間，所有專業與機構合作之老人運動方

案計畫之檔案進行編碼，代碼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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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專業與機構合作方案計畫之代碼表 

時間 專業與機構合作方案計畫 代碼 

2006年9月8日 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報 A 

2010至2011年 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閒運動服務補助計劃書 C 

2012年 老人福利機構休閒運動-種子員基礎培訓課程 D 

2012年6月1日 

開始籌備 

10月23之「寶貝活力『綻』，真是有夠讚」機構表演秀活

動計畫 

E 

2012年7月至8月 「多元化身體活動方案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手眼協調與反

應力之成效」                                

F 

2012年10月11日 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報 G 

2013年 老人福利機構休閒運動-種子員基礎培訓課程 H 

2013年2月至4月 導入運動方案和桌上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康行

動研究 

I 

2013年6月至7月 導入休閒運動方案與感覺統合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

人健康行動研究 

J 

2013年7月至8月 不同種類體感遊戲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參與動機之研究 K 

2014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 

10組休閒運動套裝課程 M 

2014年 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補助計劃書 N 

2015年 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補助計劃書 O 

2016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 

STS坐到站運動套裝課程 P 

2016年 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補助計劃書 Q 

2017年 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補助計劃書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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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運動專家、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之逐字稿進行編碼，

以透過詮釋觀點之歷史研究法分析其專業介入機構倡導宣傳之要

素，代碼如表三： 

表三、訪談運動專家、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逐字稿之代碼表 

研究參與者 

角色 

訪談對象之逐字稿 代碼 

指導單位 訪談前衛福部社家署老人福利組陳美蕙副組長

之逐字稿 

20180325陳_推訪 

 訪談衛福部社家署田基武主任秘書（前衛福部

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主任）之逐字稿 

20180402田_推訪 

主辦單位 訪談永信基金會趙明明執行長之逐字稿 20180430趙_主訪 

 訪談永信基金會發展部葉建鑫主任之逐字稿 20180603/0827 

葉_主訪 

 訪談永信基金會發展部黃惠雯專員之逐字稿 20180827黃_主訪 

協辦單位 訪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專家姜義村教授之

逐字稿 

20180326/0821/ 

0823/0913姜_專訪 

參與推動 訪談仁本集團臺灣區陳貴芝副總經理（前臺灣

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第二、三屆財務長）之逐字

稿 

20180408芝_推訪 

 訪談金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林慶隆執行長特別

助理（前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第四屆秘書長）

之逐字稿 

20180830林_推訪 

 訪談衛福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譚志皓主任之逐

字稿 

20180831譚_推訪 

大會主持人 訪談葡萄樹身心障礙及弱勢家庭支持協會黃志

農先生之逐字稿 

20180405志_推訪 

 訪談大仁科大兼任講師根秀欽小姐之逐字稿 20180405根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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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字稿整理 

  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文本，並以NVivo.10標註和主題切合相關之

重要斷句，以利下一階段編碼的進行。 

三、概念性之編碼 

  先將所有逐字稿的斷句進行第一次基礎分類，將具有相同內容意義

之句子進行編碼節點的設置，以脈絡時間點進行第一部分的開放性編碼

(opening coding)；再次反覆閱讀文稿，第二部分，以內部優勢、內部劣

勢、外部機會、外部威脅為分類進行開放性編碼後，歸納出主軸性編碼

(axial coding)；繼續反覆閱讀文稿，做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最

後形成整體概念。 

四、NVivo質性軟體之運用 

    由於質性研究會蒐集不同類型資料，需在不同型態的資料群中找出

同性質之關係，並歸納整理出具有研究價值之概念，在科技日新月異的

今日，我們可仰賴以電腦作為輔助的質性資料分析軟體。本研究中所使

用的NVivo質性軟體是由Tom Richards及Lyn Richards夫婦共同研發，初

名為NUD*IST。Richards夫婦於1995年在澳洲創立QSR國際公司，提供軟

體開發及教育訓練，於1999年將軟體更名為Nudist Vivo，簡稱NVivo（賴

世閔、曾世豐、鍾明倫，2017），並一路更新再版至今日的NVivo.12。 

    NVivo 具有蒐集、搜尋、分類、連結、交集、比對、矩陣、分析、

製圖……等各式強大功能。本研究將之運用於複雜資料蒐集整理、分類

管理；連結不同資料，以節點整合歸納相同概念之內容，並進一步從開

放性編碼歸納至主軸性編碼，由主軸性編碼形成選擇性編碼的範疇，最

後形成樹狀結構，成為兩大研究核心主題，運動會發展歷程及SWOT分

析。以下將列舉操作過程範例並圖示，呈現NVivo在本研究中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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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歷史文獻、訪談資料、照片、聲音檔、影音檔資料全數匯入NVivo

中進行分類整理，如圖四左框1.，並可打開資料檔，如右框2.進行

後續編碼整理。 

 

 

 

 

 

         

              圖四、資料輸入分類整理（截圖於NVivo.12軟體） 

 

（二）選擇所需要之照片檔、聲音檔、影音檔，先分別轉譯成文字，如

圖五、圖六、及圖七。 

 

 

 

 

 

  

        

        圖五、將照片轉譯為文字（截圖自NVivo.12軟體）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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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將聲音檔轉譯為文字（截圖自NVivo.12軟體） 

 

 

 

 

 

 

 

     圖七、將影音檔轉譯為文字（截圖自NVivo.12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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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逐字稿概念化，編碼成為開放性編碼，如圖八的2014.01拍套裝

影片之構想。 

 

 

 

  

 

 

 

  圖八、開放性編碼：2014.01拍套裝影片之構想（截圖自NVivo.12軟體） 

 

（四）繼續歸納為主軸性編碼，如圖九下框1.，最後歸納為選擇性編碼  

如上框2.。 

 

 

 

 

 

 

圖九、主軸性編碼1.及選擇性之編碼2. 

 

    最後，參看樹狀結構，由上而下，清楚整理研究結果。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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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結果要能夠確保信實度，必須根源於所蒐集之資料來源、

研究的過程和方法，具有轉移性、可靠性、一致性和確實有效性。 

一、轉移性(transferability) 

   本研究使用立意取樣及深厚描述，使研究情境具有可轉移性。研究

者詳細敘述取樣的標準及方式，並詳實說明研究參與者之背景及特徵，

（如表五、研究參與者背景介紹資料表，61-64頁）；透過逐字稿詳實轉

譯的精細描述，及蒐集推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十年相關會議流程表、

研究計畫、活動方案、廣播、新聞、照片、錄影……等文獻及文件檔案，

以厚實資料來源，使資料具有可轉移性，當其他研究者欲繼續深入研究

時，可助其判斷情境是否適宜轉移(Lincoln & Guba, 1985)。 

二、可靠性(dependability) 

  將本研究前三章（含研究方法）函送倫理審查委員會，經審查委員

通過，始進行研究，增加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於研究過程將訪談錄音詳

實轉譯為文字稿後，使用三角檢定法，透過不同方式，如訪談、文獻、

廣播、新聞、照片、錄影蒐集資料、十一位研究參與者訪談資料間和文

獻的交相驗證比對，提高資料及結果之可靠性。於編碼及研究結果過程

邀請修習質性研究課程，具編碼分析能力之博士班學姊及研究室碩士班

畢業學長，以中立觀點進行同儕檢核，過程中也不斷與指導教授及研究

室同儕定期討論，降低研究者主觀偏誤，以確保研究結果之可靠性

(Lincoln & Guba,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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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致性(conformability) 

  研究者必須透過自我的反思來控制研究的偏見本研究為確保研究的

一致性，已使用多種方法和蒐集不同資料來源如訪談、文獻、廣播、新

聞、照片、錄影，多方側錄驗證並進行深厚描述，和所有蒐集資料結果

（訪談需經檢核後），不斷在步驟間檢視資料達到一致性；並為達到結

果的一致性，於編碼及研究結果過程邀請修習質性研究課程，具編碼分

析能力之同儕進行檢核(Lincoln & Guba, 1985)。 

四、確實有效性(credibility) 

  重點在於對研究倫理的重視，訪談資料從錄音檔轉譯為文字後，呈

給原受訪者過目確認資料語意內容無誤後，簽署研究檢核函；並於研究

過程中不斷以訪談札記反省檢視，幫助自己保持中立、客觀的研究思維，

不參雜個人立場，也不左右引導受訪者之回應，以嚴謹的研究過程獲得

可信賴之資料，保持資料的確實有效性。並邀請曾參與過運動會發展歷

程之同儕及研究參與者進行研究結果之檢核，取得結論之可信度，使研

究結果具確實有效性(Lincoln & Guba,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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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主要訪談對象為運動專家和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

者，由於研究對象是人，為保護研究參與者不會因研究者的價值觀而產

生利益的衝突，或因資訊不平等造成參與者權益受忽視或傷害，因此需

要格外的慎重，遵守知情同意、尊重及保密原則等社會研究倫理如下： 

一、知情同意 

  當研究者根據活動資料邀請參與者進行聯繫或推薦人的引介下前往

邀請研究參與者時，即先主動告知研究相關訊息，如研究主題、目的，

其受邀參與的原因及參與研究的意義和不確定因素；並在參與研究過程

中將會造成時間及交通費上的損失，研究者將予以餐費及車馬費之補

償；若果訪談過程造成研究參與者情緒波動，研究者亦會採取傾聽與尊

重之態度處理之；且研究參與者可隨時停止參與研究，且不會帶給研究

參與者負面的感受或後果，並且知道研究團隊潛在的利益衝突……等。

在清楚告知相關事項後，尊重意願取得同意書。 

二、尊重原則 

    訪談的時間地點，以研究參與者方便為考量，研究過程研究者確保

一個安全的環境，使其可以放鬆自由地分享內心的想法及述說參與推動

過程的經歷和故事。研究者全程保持客觀中立傾聽，不評斷，也尊重其

意願。且研究參與者有隨時終止錄音、停止訪談的權利。資料繕打完畢

也需邀請其檢閱文本，並且研究者需根據閱畢之意見補充與修正內容，

使其符合受訪者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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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密原則 

  本研究所邀請之訪談對象多為公眾人物，因此不適用保密原則，但

須先徵得當事人同意，公開其姓名，以確保其言論之公信力，但其姓名、

或提供之訪談資料僅作為研究之用。 

四、倫理審查 

  為本研究在進行時確保對人的尊重，本研究將於口試委員指導修正

後，於2018年2月5日函送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中心倫理審查委

員會經相關領域具有倫理經驗之專家進行倫理審查，以保護研究參與

者、研究者隸屬機構和研究者本身，也確保此研究計畫符合社會科學社

群中的倫理共識。於倫理審查委員會通過後，於2018年3月8日取得「研

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書」（列於附錄八），始開始訪談研究。並因蒐集

研究資料之需要，變更延長有效日期，於2018年5月30日通過變更審查，

取得「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書」，延長有效日期至2018年12月31日（列

於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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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齡、創能」武林盛會發展史 

—研究結果與討論：「『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歷程 

 

對我們的老人家而言，尤其是失能，最後一條路（運動之路）可

能不會是奧運，可能會是帕運，如果沒有帕運，我們可以幫老人

家辦一個運動會，讓他出來運動，來參與！（201803026姜_專訪） 

 

    一個屢愛在田徑場上與學生競速比賽，常常叱吒各項越野賽及長跑

中的體育老師，老年的時候被診斷罹患帕金森氏症，因需要專業的照護

而入住養護中心。入住前兩個月幾乎無法成眠，入住後更是每況愈下，

自覺人生灰暗。後來為了參加2016年的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不僅

認真服藥，報名三項競賽，更是每天勤加練習。他的兒子說：「哇！我

再次看見老爸充滿鬥志，閃爍信心的眼神！」永信基金會所舉辦的「『創

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給了已經失能的高齡者重新

可以努力和奮鬥的目標，目前已成功辦理到第四屆，推動著參與的長輩，

每天為這一年一度的挑戰而努力。「『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

機構運動會」的發展逢山開道，歷經十年在運動及運動會上，拔丁抽楔

的推展過程，整個發展歷程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

2006-2012年的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第二階段為2012-2013的運動實驗

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和第三階段的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

期。本研究邀請參與籌備指導單位之前衛福部社家署老人福利組陳美蕙

副組長、衛福部社家署田基武主任秘書（前衛福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主

任）；主辦單位永信基金會趙明明執行長、發展部葉建鑫主任、及發展

部黃惠雯專員；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專家姜義村教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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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與推動者，如仁本集團臺灣區陳貴芝副總經理（前臺灣老人福利機

構協會第二、三屆財務長）、金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林慶隆執行長特別

助理（前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第四屆秘書長）、衛福部彰化老人養護

中心譚志皓主任、主持人葡萄樹身心障礙及弱勢家庭支持協會黃志農先

生、及大仁科技大學兼任講師根秀欽小姐，共11位研究參與者；訪談其

主辦或參與推動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歷程。以下研究參與者之背景介

紹陳述於第一節；第二節為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第三節、運動實驗

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及第四節、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第五節為「『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成效（第

一節至第五節可參照「表四、武林盛會發展史目次表」於第59頁）；第

六節則以SWOT分析運動會推展歷程，研發問題解決策略，並於第七節

呈現SWOT分析結果與未來發展綜合討論（第六節至第七節可參照「表

七、SWOT策略分析武林盛會發展目次表」於第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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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武林盛會發展史」—目次表 

第一節 武林盟主簡介...................................................................................... 60 

第二節 失能也可創能—第一階段：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 65 

 一、緣起 ............................................................................................. 65 

 二、秘笈精神宣揚的起頭 ................................................................ 66 

 三、第一次拜會各大武林門派 ........................................................ 68 

 四、四處傳授秘笈精華 .................................................................... 68 

 五、嘗試撒種方式傳授身懷絕技 .................................................... 70 

 六、第一回合撒種計畫 .................................................................... 71 

 七、武林高手出關功夫處女秀 ........................................................ 73 

 八、首度實測修練成效 .................................................................... 75 

 九、二度相會武林各大門派 ............................................................ 76 

第三節 武林盛會前置磨刀石與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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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武林盟主簡介—研究參與者背景介紹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經由主辦單位活動主要籌畫者及運動專

家討論後，建議參與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歷程的關鍵人物名單。經活

動主要籌畫者引見、聯絡後進行邀約訪談時間和地點，進行一個小時之

深度訪談；其關鍵人物亦會再介紹主要執行者為訪談對象。由於研究性

質為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歷史發展研究，研究參與者皆為公眾人物，因此

在取得其同意後，在本研究中會公開姓名，不適用匿名原則，但僅限於

研究中使用。研究者亦在先行瞭解參與者之背景資料後，始進行訪談過

程。有關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參考如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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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研究參與者背景介紹資料表 

姓名 現在任職 背景介紹 參與運動會推展之階段 

陳美蕙 於2018退休於社
家署老人福利組
副組長職務 

31年公務員生涯， 

前12年主要在身障部分， 

2000年轉任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機構輔

導科科長， 

2012年組改後為老人福利組副組長。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06年聯繫會報、2011年聯繫會報 

■2011年第一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2012年「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二、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 

■2013年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前身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4運動休閒十組及2016STS坐到站系列套裝課程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田基武 社家署 

主任秘書 

1996年至1999年曾任臺灣省政府社會處股
長五科老人福利， 

1999年至2000年內政部股長主責老人福利， 

2000年至2006年內政部專員主責社區發展， 

2006年至2010年內政部科長主責社區發展 

急難救助， 

2010年至2013年內政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主任配合組織改組， 

2013年至2014年任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
護中心主任， 

2014年就任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主任
秘書。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11年第一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2012年「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 

 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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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在任職 背景介紹 參與運動會推展之階段 

趙明明 永信基金會 

執行長 

及永信李天德醫
藥基金會秘書長 

曾任職永信藥品公司儲運處經理， 

永信藥品公司採購處經理， 

永信藥品（昆山）公司服務部經理， 

於2006年接任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及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秘書長， 

2011年至2013年任社團法人臺灣老人福利
機構協會理事長。 

一、第一階段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11年聯繫會報 

■2011年第一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2012年「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二、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 

■實驗研究皆在永信松柏園養護中心進行 

■第二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4運動休閒十組及2016STS坐到站系列套裝課程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葉建鑫 永信基金會 

發展部主任 

2004年2月至2009年3月任職海青老人養護
中心，賴添福院長時期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兼
任秘書； 

2007年9月至2009年8月進修於長庚醫管所； 

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為陳敏雄院長時期
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兼任秘書； 

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任職海青老人養護
中心； 

2011年1月進永信基金會任執行長特別助
理； 

2012年任職發展部主任。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06、2011年聯繫會報 

■2011年第一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2012年「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二、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 

■實驗研究皆在永信松柏園養護中心進行 

■第二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4運動休閒十組及2016STS坐到站系列套裝課程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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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雯 永信基金會 

發展部專員 

2007年7月至2011年11月曾任職永信藥品直
效行銷課課長， 

2013年6月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失智
症照護指導員研修合格， 

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永信松柏園老人養
護中心照護組組長， 

2014年1月就任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發展部
專員。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姜義村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特殊教育學系
暨 

復健諮商研究所 

1999年8月至2000年6月佛羅里達大學博士
班；  

2000年6月轉至印第安納大學進修
Specialization Therapeutic Recreation博士
班，於2003年7月取得博士學位； 

2003年8月至2005年7月任教屏東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2005年8月至2008年1月任教臺北體育學院； 

2008年2月至2015年7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15年9月任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暨復
健諮商所教授。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06、2011年聯繫會報 

■2011年第一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2012年「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二、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 

■2012-2013之實驗姜老師皆為研究計畫主持人 

■2013年第二階段種子培訓課程 

■2013年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前身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4運動休閒十組及2016STS坐到站系列套裝課程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陳貴芝 仁本集團 

副總經理 

曾從事臨終關懷禮儀專業， 

後進修於真理大學宗教組織研究所； 

於2004年2月至2009年3月擔任老人福利機
構協會財務長。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06年聯繫會報 

林慶隆 金品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執行長特
別助理 

曾任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第四屆老人福
利機構協會秘書長。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09到2011年間課程辦理 

■2010年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閒運動服務補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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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在任職 背景介紹 參與運動會推展之階段 

譚志皓 衛福部彰化老人
養護中心主任 

曾任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機構輔導科視
察， 

2012年擔任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輔導科科長， 

2014年4月接任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主任。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6STS坐到站系列套裝課程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黃志農 葡萄樹身心障礙
及弱勢家庭支持
協會社工 

曾任雙連安養中心秘書兼社工， 

屏東瑪家國中學校社工高關懷工作， 

其妻子與主持合作搭檔為根秀欽小姐。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12年「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根秀欽 大仁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 

曾任雙連安養中心副護理長， 

後任職於寶建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春風護理
之家，擔任副主任，同時於美和及大仁護理
系兼講師； 

2004年和黃志農先生與屏東基督教醫院合
作開始創意衛教， 

2011年和搭檔與衛生所合作創意衛教而被
推薦至衛生局，於同年開始主持弘道阿公阿
嬤活力秀， 

2012年和搭檔被推薦至社家署，而主持「寶
貝活力『綻』表演秀」。 

一、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2012年「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三、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2014、2015、2016、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整理自20180325陳_推訪、0402田_推訪、0430趙_主訪、0603葉_主訪、0827黃_主訪、 

  0326/0821/0823/0913姜_專訪、0408芝_推訪、0827林_推訪、0831譚_推訪、0405志_推訪、0405根_推訪之逐字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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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失能也可創能— 

第一階段：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 

 

希望提醒他們—老人家不管是不是失能，尤其是失能，住在養護

的機構，他也有權利去運動！（201803026姜_專訪） 

 

一、緣起 

    2002年3月乍暖還寒的初春，甫於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修習休閒行為與

專業休閒治療的姜義村時適博士班三年級下學期，被分派至位於

Bloomington的Meadowood實習，此為一提供高齡者Independent Living、

Respite Care and Short Term Stays、Rehabilitation、Skilled Nursing 

Care……等服務的社區型綜合安、養護照護機構。 

那是一個社區型的機構，最中間有提供養護的照護中心，再往外是各

樣活動設施，最外圍是健康老人的社區。（20180817姜_專訪） 

而美國的運動健身觀念發展較早，不僅是一般民眾，在大型的高齡者安、

養護機構大多附設各樣運動設施，對於需養護者更有物理治療師專業介

入其復健療程，如Meadowood的Rehabilitation、Skilled Nursing Care。 

那時我在國外唸書就有在老人福利機構實習，就是一個長期照顧的機

構，那個機構老人的活動非常多元，那運動當然很多……當博士班學

生的時候，實習的單位就很強調運動，所以我老早就有這個概念。在

美國的安養院，看到他們的老人有高爾夫球場，然後有各式各樣的運

動設施，健身房……國外對健身接觸很早，像很多老人家、退伍軍人

都有健身的理念，所以像健身房啊、籃球場啊，在很多長者的機構都

有。（20180326姜_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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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經歷大開姜義村的眼界，由於其在臺灣的外婆也因照護需要而入

住養護中心，因此對臺灣從1997年才開始明文規範，在發展初期的養護

機構，僅較重視「維持生命」的服務模式也有所了解和深切的感受；一

心希望將所見所學帶回臺灣，開闊養護機構的眼界，改善我國失能長輩

的生活品質。雖其回國後，外婆已安返天家，但更激發他起來推動失能

老人運動，提升其身心、社交全方位健康的決心。 

我記得是1998年我當兵時，阿嬤被送去一間品質較不良的養護中心，

那時心裡真的很難過，對我也有很大的衝擊，卻不能做什麼……。所

以當我在國外看到有那麼優質的養護機構時，當然就會想，如果自己

的阿嬤能住在這裡多好……。但其實心裡也知道那個落差很大，然後

等我回來時，阿嬤已經不在了……。後來在聯繫會報開始認識，原來

臺灣也有品質不錯的養護機構，是有機會能夠提升的，雖然最後沒有

照顧到自己的阿嬤，但我相信我能照顧到別人的阿公、阿嬤，我在天

上的阿嬤也會很開心。（20180822姜_專訪） 

 

二、秘笈精神宣揚的起頭— 

倡議的開始 

    2003年姜義村返國後於屏科大任助理教授期間，即開始指導學生進

行「治療式遊憩介入於老年人平衡力之效益」研究（朱維聖，2004）；

針對65歲以上，14名長者進行跳舞機運動，證實可改善其平衡力，及增

進參與活動意願。爾後2005年於臺北體育學院任教時，有機會於進修推

廣部開設有關「老人運動休閒的課程」，而當中有一位學生即是臺灣老

人福利機構協會的財務長。 

那時候在臺北體院有一個進修推廣部的課，那進修推廣部其實是對外

招收所有的人來上課，所以並沒有什麼入學門檻。那時我開了一門課

就是休閒運動健身類似的休閒運動管理的課，……那個時候就有外界

的人來修課，他們裡面有幾個人是在做老人長期照顧服務的。裡面記

得有一個學生叫做陳鈺惠（現更名為陳貴芝），在臺灣老人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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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裡面擔任一個職位……，就是由她穿針引線的。 

（20180326姜_專訪） 

休閒運動對我來說很特別，我在想這到底是什麼課？那時候同學都會

在聊那「休閒運動」是什麼課程？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有這種課

程？我那時候在念宗教組織研究所，和同學聊天，然後就在聊說「休

閒運動」到底是什麼課程？那為什麼會聊到這個？因為我之前在長照

機構十幾年，大概和他們有一些互動關係，而且我之前常常會到機

構，只要有相關資訊或課程我都會提供給他們，因為我對長照這塊機

構有一些的瞭解，我有一些朋友也都在開長照機構，我就會把一些新

的觀念帶進來長照機構。（20180408芝_推訪） 

    陳鈺惠（現名陳貴芝）長年經營臨終關懷禮儀的相關業務而認識許

多長期照顧的業者，了解他們常苦於活動的發想與設計；於是在進修宗

教組織研究所時有機會接觸「休閒運動」，發現其上課所學之新觀念對

機構長輩的生活照顧能夠產生新的開啟，而將姜老師介紹給當時擔任第

二屆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理事長的賴添福先生。 

因她修了我的課之後，了解到其實運動對機構的長者一定有幫助。因

為那堂課中，上了很多的休閒治療，包含在機構，如果老人有很好的

運動，對失能的惡化啦，或者是甚至維持功能，都有很大的幫忙。所

以當時候就透過她的穿針引線，然後就介紹我到老人福利機構協會，

那時候理事長也蠻認同這個理念。（20180326姜_專訪）  

所以開始是因為我來老師這邊，上了很多關於運動的課程，後來發現

這些運動對於長照的老人很有幫助。姜老師應該算是我們長照裡面的

第一位帶比較新的活動，這樣特殊的活動比較吸引長輩，比較動態，

比較有一點點活力。因為那時我在協會是財務長，所以讓我的理事長

賴添福執行長認識了姜老師，因為理事長對老人這塊非常的關心。

（20180408芝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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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拜會各大武林門派— 

第一次參與臺閩地區聯繫會報 

    於是2006年協會負責機構向衛福部社家署負責老人機構輔導科的陳

美蕙科長提案9月8-9日「臺閩地區聯繫會報」的主題方向，內容便包括

了邀請姜老師分享「運動休閒治療與老人福利生活照顧」的主題。 

聯繫會報是這樣子，我們會先找到可以負責的機構決定要的主題，然

後他們就會先提企劃案，然後我們再慢慢來定調。那可能當初海青，

想做這個，我們才找到姜老師。（20180325陳_推訪） 

他們請我去臺閩地區聯繫會報，聯繫會報那時叫臺閩的地區，你就知

道它很大，是所有機構一年一度的大拜拜，大老闆都會來參加，有點

聯誼，有點政令宣導的，這樣的會報。在那個會報呢，我記得好像我

就開了一個課，在講老人休閒運動，從那個時候開始，有很多機構的

人來跟我說，「老師，您講的這種東西我們機構很需要」，對對對，

然後我就開始上……。（20180326姜_專訪） 

 

四、四處傳授秘笈精華— 

演講與課程倡議推廣 

    在聯繫會報的專題演講中，老師除了教授老人運動休閒觀念，也提

倡失能老人休閒運動的重要，對長期以來較注重「維持生命」服務模式

的機構負責人來說是耳目一新，因此各地機構的邀約演講紛至沓來。在

2006至2011年間300多場受邀各式演講中，「機構老人運動休閒」也成為

熱門的主題。 

在95年之後，在聯繫會報之後很多人請老師去演講。我記得北、中、

南都有喔，那時候老師是蠻紅的啊，有很多機構請老師去上。 

（20180408芝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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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好多演講的邀約，應該有300多場吧，各式各樣主題都有，

有講人際的、營養的……當然也有休閒運動的。 

（20180821姜_專訪） 

在會報中老師也邂逅了在協會賴添福理事長任內(2006-2008)負責行政業

務的葉建鑫先生，也開始邀請老師教授各樣課程，其中新興的「運動休

閒」的相關課程也廣受歡迎。 

我那時負責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所有的行政業務，職稱好像是秘書吧！

96、97、98、99，是賴添福和陳敏雄理事長。然後我們辦的，都比較

是一些教育訓練的課程，以老人福利機構的需求為主，有很多護理或

是照護的課程，也有運動休閒方面的，只是運動休閒在當時是較新的

議題……，應該至少有20場以上，以教課為主。（20180603葉_主訪） 

課程主要是遊憩治療，遊憩治療就可以講很多，音樂啊、運動啊，園

藝啊、藝術啊、……，音樂通常會和運動會配在一起，有時候會加上

和家屬溝通啊、人際互動啊，因為那是他（姜老師）的專長。 

（20180827葉_主訪） 

2009至2011年陳敏雄理事長任內，林慶隆秘書長也在推動休閒運動過程

中邀請姜老師至北、中、南各地授課。 

2009到2011年間是陳敏雄院長任理事長，那時我是協會的秘書長。當

時推廣活動要「多元化」，所以我們想要引進「運動休閒」的課程。

然後從協會的師資庫中，我們看到了姜義村老師的名字和他的個人資

歷，有很多運動休閒的部分。姜義村教授原本就是機構協會的講師，

也是協會師資庫內講師人選，陳理事長上任後特別聘任姜教授為協會

顧問，協會為推廣老人休閒運動，邀請姜教授開授休閒運動課程。在

80幾場次課堂中，老師大概參與了10場教學，教課的地點也分布北、

中、南，在養護機構中推廣失能老人的休閒運動。 

（20180830林_推訪） 

姜老師發現雖然課程有倡議的成效，但在運動推廣上便有實際的困難，

因運動訓練和習慣的建立畢竟無法一蹴可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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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有跟一些小型的機構合作，就是我親自去帶，……帶一些很

簡單的，可能是一些健身操之類的，很早期很早期的時候，你可能會

覺得這樣做沒有效果，因為你就一個人而已，推動這個實在太累，沒

什麼用。（20180326姜_專訪） 

 

五、嘗試撒種方式傳授身懷絕技— 

種子師資培訓試辦計畫 

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於2009年9月29日向內政部社會司提案，擬邀

請當時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任教的姜老師，及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林怜利老師，和中華芳香照護教育推廣學

會合辦「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閒遊憩服務試辦計畫」，希望推廣老人休

閒遊憩，也提供機構專業人員對老人休閒遊憩服務的訓練，以加強認知

和辦理的事務經驗。但由於涵括內容過於廣泛，包含有運動及休閒課程，

和芳香療法的課程，需要龐大經費而致使方案未獲通過（臺灣老人福利

機構協會，2009，9月）。而協會再次於12月提出規模較小的「老人福利

機構導入休閒運動服務補助計劃」，於第四屆陳敏雄理事長任內2010至

2011年間由林怜利老師等人辦理（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2009，12月）

試行機構為4家、種子教師21位，帶領長輩活動。活動結束後，檢測長者

的握力、舉臂角度、抬腿角度及反應力均有顯著進步（臺灣老人福利機

構協會，2012）。 

關於你提到的2010年種子培訓試辦計畫，本來我們2009年9月有邀請

姜老師參與（「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閒遊憩服務試辦計畫」）但那個

提案內政部社會司沒有過，所以我們12月又提「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

閒運動服務補助計劃」，那次老師就沒有參加；主要是由在基隆經國

學院的林怜利老師負責，去了四家機構推廣運動，我記得有臺北仁濟

安老所、桃園仁愛之家-新竹老人養護中心、臺中松柏園和高雄仁愛之

家。（20180830林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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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時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有邀請我去參與這個（「老人福利機構導

入休閒遊憩服務試辦計畫」）計畫，我主要是負責運動和休閒教育的

部分，但他們還加入了芳香療法，以致於整個經費的預算非常龐大，

你看這個（「老人福利機構導入休閒遊憩服務試辦計畫」）所需經額

預算高達250萬，但後來經費被砍至90幾萬（指「老人福利機構導入

休閒運動服務補助計劃書」預算），只能做小規模的運動推廣，我評

估所投資的成本不會符合效益，而就沒有繼續參與這個試辦計畫，所

以協會找了林怜利老師來辦。（20180830姜_專訪） 

 

六、第一回合撒種計劃— 

第一階段種子培訓計畫執行 

透過專家組成焦點團體了解試辦的困難及成效後，於第五屆趙明明

理事長任內2012年1月起，姜老師再次與協會合作，在內政部指導並財政

部公益彩券回饋金的補助下，徵選8家機構、16名種子教師，於彰化老人

養護中心，進行有氧、肌力訓練、伸展、間歇、感覺統合及腦力訓練等

六大類運動的小班制，共36小時的實務教學。在導入8週後，由一位專家

進入機構進行成效檢討，給予指導及改善。於12月在中部舉辦全國老人

休閒運動研討暨成果發表會，約150人次參與。 

後來，2012我就跟老人福利協會合作，做師資的培訓，是不是有一

些……種子培訓的概念，就是把照服員集合在一起……學運動。

（20180326姜_專訪） 

 (為了培訓課程)那時候趙明明執行長和葉建鑫有來我們中心問是不

是可以合辦？因為彰老在市區，交通比較上是方便的，那應該是第一

次，他們主辦，我們是協辦單位，就是你在臉書上看到的（如圖十） 

6月27日，姜老師帶我們培訓結業後的合照，那時候我們在照片下題

字下標「社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於內政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辦理

『101年老人休閒種子培訓研習』姜義村老師與全體學員合影留念

101.6.27」，我才記得是6月27日。（20180402田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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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彰化老人養護中心2012年第一次種子培訓實況及結業 

（前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主任田基武先生提供） 

 

但從第一階段種子培訓報名的名單結構多是機構照服員和一些護士、社

工看來，培育種子師資的方式已開始面臨挑戰。因這些職位的工作人員

本身即有極為繁重的工作量，大家對於追求新知、新方法的反應很熱烈，

但回到機構，在另需要額外時間帶領長輩運動的實踐度上便產生很大的

落差。 

對，我們從一開始拿到種子培訓的名單就發現這個方法可能有困難，

但我們還是很努力去做，很希望結果會變好。（20180821姜_專訪） 

這些人平常在機構裡面扮演的角色並不是運動員或教練，這些人通常

都是護理師或物理治療師，這些人平常對運動很有興趣，……他們還

有本身的工作，比方他們護理的工作做不完，他的物理治療工作做不

完，真的沒有那個時間。雖然他們的機構曾經讓他們出來學習休閒運

動，但結果是這些運動並沒有辦法真正的落實。（20180326姜_專訪） 

 



 

73 

 

另一方面，姜老師和機構在種子培訓的過程中，許多培訓在技術性上的

困難也慢慢浮現。比方受訓人員並非運動相關背景；前來受訓的人並非

機構的主帶者，而是透過轉訓的動作；機構長輩體力較衰弱，運動氣氛

難以帶起……等問題。而最大的挑戰是機構人員流動性高，花了大把精

力培訓後，卻無法派上用場。 

2012上課是在彰老，參加家數比較少，其實還沒抓到要具體給什麼東

西，他們才能在機構裡面帶。老師都是看實際情況在帶，就是現場做

調整，學員（種子教師）有實作經驗也比較少，老師要把一些理論和

實際案例教給他們就要花不少時間了，因為那些人都沒有太多的基

礎。他們實作機會比較少，我們又希望他們實做，老師才會下去每家

機構看；然後下去每家機構看，就會發現—「人員會有流動哇！」第

二是來上課的不一定是機構實際帶的人，是做一個轉訓的動作，或是

他就不是主要帶領者，只是一個co-leader。有時候會發現機構成效沒

有想像中好。另一個問題是在機構長輩的身體會比較衰弱，但在上課

演練可能是學員互相，或姜老師帶學員演練，有時候（在機構）會遇

到的問題是長輩參與的意願可能不是太高，機構帶領者要把氣氛帶起

來就會變得比較困難。（20180827葉_主訪） 

 

七、武林高手出關功夫處女秀— 

寶貝活力「綻」表演秀 

    感到種子培訓挑戰日益顯明之際，姜老師並沒有因此氣餒，同時思

考著若有機會舉辦「具有目標性」的活動，機構才有可能把運動納入日

常生活的時間規劃。 

但在後來發現很難改變讓機構看重這一塊時，我們開始思考是否設一

個目標，讓他們因為需要參與而去動起來，那時候我們想到的是辦表

演賽。（20180821姜_專訪） 

同時間大環境趨勢亦在效力，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從2008年至2011年

間，每年皆在各地舉辦「健康老人活力秀」（簡惠敏，2011）直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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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8年仍是機構重點活動（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2018）。而在2011

年擔任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機構輔導科的陳美蕙科長於行政機關改組

後，就任衛福部社家署老人福利組副組長職位（管理老人福利科、老人

福利機構輔導科及照顧發展科），很有感於健康老人有如此活潑之活動，

於是向當時任協會理事的永信基金會提出「失能長輩表演秀」的發想。 

101年7月組改社會司時，陳美蕙是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機構輔導科

科長，改組後為社家署老人福利組副組長。（20180831譚_推訪） 

那時候我們辦休閒運動的培訓嘛，社家署看到我們在做運動的培訓，

覺得說……那時候弘道好像有在辦阿公阿嬤的健康活力秀(2012)，那

時候社家署覺得說，健康長輩可以，那失能長輩應該也可以，那他們

覺得我們應該有能力辦一場機構老人的表演秀。（20180827葉_主訪） 

而在趙執行長、葉主任和姜老師討論後，決定於2012年6月開始籌辦「寶

貝活力『綻』，真正有夠讚」的表演秀活動，也期待使機構因著需要參

賽表演的「目標性」，而帶領長輩動起來。在10月23日，邀請10家機構

參與，三個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的學生擔任志工，於苗栗西湖渡假村舉辦

表演秀。並敦聘四位學者擔任評審，於頒獎時給予鼓勵及建議，獎項分

為五大類，各有金牌及銀牌，使參加長輩能夠獲得成就與自信。 

我們第一年開始辦的是表演賽，全省有10家機構報名，我們沒有指定

項目，請他們表演最拿手的，由評審委員評分。每個單位絞盡腦汁地

想：「長輩能表演什麼呢？」當天有表演天鵝湖、法國康康舞、打太

鼓……等等，每個表演都很棒，讓人感動！（20180430 趙_主訪） 

才藝活動時，好像是要放在重陽節……101年那一次好像只有10隊。

建鑫說：「要在苗栗有一個活動，彰老要不要派人？」我說：「可以

啊！」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千歲合唱團，我們可以搬出去表演的節目，

就是我們舞獅（臺語）。那是我們在100年的時候，有了卡拉OK，請

了老師來教；101年的時候，大家就想要一個懷舊系列，就是讓老人

舞獅（臺語），那個舞獅的獅頭怎麼做？讓老人家去彩繪那個獅頭，

還有個衣服是獅子的腳。（20180402田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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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在舉辦的時候，就是人人都有獎，不是金牌就是銀牌，然後都

有獎金。我覺得這個是志在參加，讓老人家走出機構，不是都只能夠

待在自己的機構裡面。（20180402田_推訪） 

而此活動也使機構長輩能夠走出去，當時任協會理事長的趙執行長更接

待地處較遠的宜蘭竹林養護院於永信松柏園用餐，並安排長輩於西湖渡

假村住宿，是為養護機構參與外出活動的創舉。 

100年表演賽的場地在苗栗的西湖渡假村，竹林養護中心從宜蘭過來

是很遙遠的路程，他們院長問：「因為路途遙遠是不是可以提早一天

抵達？」我說：「當然可以，我們可以安排大家的住宿。」於是我們

安排竹林的長輩和工作人員來松柏園吃晚飯，再到西湖渡假村住宿。

大家提早一天抵達松柏園的那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們由復康巴士

下車的時候，好開心啊！有一個長輩拉著我的手，很開心的跟我說：

「我跟你說喔！我真的好高興，本來我以為住在養護中心，可能要到

死才能夠出去，沒想到居然還可以坐遊覽車出來。」活動結束後我覺

得這個活動，真的帶給長輩很多的開心，雖然工作人員很辛苦，但是

是值得的。（20180430趙_主訪） 

 

八、首度實測修練成效— 

第一次國科會計畫介入 

    在2012年6月開始籌辦表演秀時，姜老師仍然深深感到只有表演秀是

不夠的，為了能落實運動，需要先確認運動對失能高齡者的健康具有成

效。於是2012年7月開始，指導學生進入機構進行「多元化身體活動方案

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手眼協調及反應力之成效」的國科會計畫，將60位

長者分為「體感遊戲」、「座椅式輔助運動」、「靜態活動」三組，分

別進行「體感遊戲」—Xbox 360 Kinect「水果忍者」遊戲；「座椅式輔

助運動」—包括肢體伸展放鬆、彈力帶訓練、低強度有氧間歇運動、有

氧運動、上肢肌力訓練、核心肌群訓練，及舞蹈；及靜態組，製作各式

手工藝……等。在8週訓練過程後，以換罐進行手眼協調檢測、透過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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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反應力，「體感遊戲」、「座椅式輔助運動」皆達顯著差異，靜態

組則無，顯示運動對失能高齡者在促進身體健康上具有效益（傅修淇，

2012）。 

 

九、二度相會武林各大門派— 

第二次參與臺閩地區聯繫會報 

    在實驗研究證實運動成效後，姜老師和吳晞瑗講師再次於2012年10

月11日應邀於協會聯繫會報中演講「肌力運動」及「有氧運動」的專題；

於11月第一階段種子培訓成果發表中，兩位老師再次受邀演講「機構高

齡者休閒運動與生活」及「機構高齡者運動與身心靈開發」的主題。透

過演講和推廣，使與會機構負責人更多認同失能高齡者運動對照護品質

提升的重要；也透過翠文佛恩養護院、臺南仁愛之家、孝愛仁愛之家、

內政部中區老人養護中心、菩提仁愛之家、永耕老人養護中心、開元殿

福松老人養護中心、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及內政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的

第一階段種子培訓成果報告來證實推廣運動的成果。 

 

從2006年的臺閩地區聯繫會報講授「運動休閒治療與老人福利生活

照顧」開始，在2006-2011年推展失能高齡者也能參與運動休閒的觀念期

間，姜老師投入大量的心力在演講和課程的邀約中，亟欲透過高曝光度

的宣導，將「失能老人運動休閒」此一新興概念傳遞至機構負責人及專

業照護人員之中。此為「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理論」的應用， 透過

不斷重複的宣導，以加增「失能老人運動休閒」的議題於照護機構之中，

提升機構負責人和照護人員看重的程度，因為此議題攸關失能高齡者的

健康及生活品質（羅世宏（譯），2015；原作者：Severin,Tankard）。而

當認知的推廣進行到一定程度之後，老人福利機構協會與姜老師合作，

採用「種子培訓」的方式，開始落實失能老人運動推展，希望透過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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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訓練使更多帶領運動的人才被培育出來。此訓練模式也曾應用於護

理培訓課程的護理行為學習上及奈米科普教育的推廣（李佳諭、王維芳、

張瑩如，2011；吳銘達等人，2014），都發現皆具有顯著差異之學習成

效。但在姜老師進入機構帶領培訓後，亦發現實施有困難之處。回顧過

去的研究，此現象也普遍存在種子培訓的過程中。例如培訓人員並無運

動相關養成背景，如上所提之護理培訓研究，在教學對象年齡、學歷背

景、年資不同，使用此培訓方式也發現窒礙之處（李佳諭、王維芳、張

瑩如，2011）；亦有教學內容、教材較為形式與抽象，與實務現場無法

結合，種子教師無法落實傳承等問題（陳俊宏，2011）。為解決種子培

訓之困境，姜老師進一步思考「目標性活動」的解決策略，期望透過目

標的設定，使機構為了達成目標，把運動落實於長輩的日常生活中，鼓

勵長者動起來。而「目標性活動」的策略運用，在足球方面的研究，顯

示目標取向（無論是工作取向或自我取向）和參與的動機呈現正相關（魏

春娥，2017）。而林岑佑、劉佳杰、吳勤榮與賴立煌(2016）的文獻整理

也指出針對大學運動員若僅上課和訓練，無動機問題會提高；但若多舉

辦系際盃或校際盃，則可提升校園運動風氣。蔡崇濱、謝謨郁、李龍淵

與徐瑞良(2017)針對大專院校聯賽的目標認知和滿意度的調查結果也顯

示校方體育行政主管肯定大專聯賽的舉辦所發揮的效益；當教練看重「選

手教育功能」、「普及學校運動風氣」為其目標時，亦會有較高的達成

度，在選手運動技術、個人精神文化、學校運動風氣皆有顯著的提升，

都一再看到「目標性活動」在實務上運用的效果。而從第一階段「寶貝

活力『綻』表演秀」的實施，使機構長輩在上臺表演前，開始在機構中

賣力地練習，把最好的演出呈現在活動中，清楚地揭示了「目標性活動」

能夠影響並帶動運動動機的提升。更進一步，「目標性活動強度的不同」

對於「運動動機的提升」影響也會有不同的效果。參與表演賽的訓練和

參加運動會的訓練要求有不同程度的差異，而此階段在運動方面也開始

經由國科會計畫研究來瞭解其實證效益，因此開始推動著發展歷程進入

第二階段的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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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武林盛會前置磨刀石與試金石— 

第二階段：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 

 

運動會會亂，不是不適合存在，而是我們的管理、規劃有沒有做

好。（20180326姜_專訪） 

 

一、第二回合再試撒種計劃— 

種子師資培訓計畫第二階段執行 

    永信基金會於2012年所提的「老人福利機構休閒導入計畫」之「老

人休閒運動種子培訓課程」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計畫，雖然第一階段的種

子培訓遇上了落實上的困難，但籌備團隊仍集思廣益以目標性的活動努

力推動失能高齡者的運動，仍然期待培訓結果對機構帶領長輩運動有所

助益。 

我還記得我在高雄的場次，有人從臺東過來上課，他們好像都是凌晨

就要出發……。經過一段時間，我就是培養他們，什麼是有氧運動，

什麼是肌力訓練，什麼是柔軟度，就是站在不同角度去培養。

（20180326姜_專訪） 

但適逢永信趙明明理事長任期屆滿，於2013年3月將方案計畫交接給協會

第六屆陳廖梅芳理事長，由其機構主責社工開始推行第二階段的師資種

子培訓。於北、中、南三區辦理六大類課程，進一步訓練第一屆的種子

教師擔任課程助教，並於各機構實地操作。每區各四個名額，全國12家

機構可接受專家輔導訓練。並為使培訓具有實質成效，預計於12月辦理

老人闖關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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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們）再申請了一年的計畫（種子培訓課程），可是這個計

畫後來不是我們接，所以這個計劃就要給陳廖梅芳理事長，這是其中

的插曲，計畫是我們寫，但執行上不是我們。（20180827葉_主訪） 

培訓期間也發現當一個種子教師被培育後，仍會有機構人員調職、離職、

流動的問題，使培訓的效果大打折扣。 

那是一系列的培訓，那是一整組的課程，那時候訓練出來還蠻紮實

的，但很多在這個機構培訓完，後來就跳到別家去，然後這一家就會

覺得，「齁！我培養半天，也沒有人真正能帶運動。因為那個會教運

動的已經走掉了。」很可惜的是這些人力，到後來都用不到（沒辦法

用之意）。（20180326姜_專訪） 

 

二、武林盛會前置磨刀石— 

2013年密集兩次產學合作研究及國科會計畫 

    種子培訓實施結果不是一個長久之計的狀況下，姜老師仍然與協會

戮力進行，期望看到轉機。但老師也不坐困愁城，一邊進行培訓，也一

邊與機構合作，繼續2012年7月開始至2013年2月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接

著2013年的2-4月間指導彰師大學生於永信松柏園養護中心進行「導入運

動方案和桌上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康行動研究」的產學合作

案，期待實際開發出可行的運作模式。在此活動研究中，分別有172人次

參與有氧運動9週，185人次進行肌力訓練11週，158人次參加桌上遊戲共

11週後，發現其上、下肢肌力皆達顯著差異，柔軟度雖未達顯著但有逐

漸改善，肘關節角度達顯著，肩關節則無，提供機構未來加強肩關節運

動之參考。本研究結果在量化成果上得知失能長輩不僅在生理上得到改

善和提升，透過質性研究的觀察，發現長輩也開始習慣於大廳等候運動

時間的開始，提高了運動的參與動機（姜義村，2013）。接下來5-6月間

則進行「導入休閒運動方案與感覺統合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

康行動研究」之產學合作。本次則有174人次參與有氧運動組，167人次

 



 

80 

 

進行肌力訓練，137人次加入感覺統合遊戲，共為期九週。在肌力方面，

與第一季研究相較結果無退步或維持即為進步，因長輩的肌肉會流失及

不斷萎縮之故；而關節角度、心肺適能及下肢肌力有小幅提升，肩肘關

節的進步可能來自於加入核心波浪帶；另由於肌力訓練時間縮短，上肢

肌力及柔軟度較無改善，整體觀察從第二個月維持至三個月期間，功能

性體適能改善最為明顯，而建議訓練以12週為單元，並聘請運動指導員

協助指導與規劃（姜義村，2013）。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間則繼續指

導學生進行「不同種類體感遊戲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參與動機之研究」

之國科會計畫，分別以Xbox 360 Kinect機檯進行競賽、養成、解謎和動

作遊戲，研究發現競賽型在遊戲經驗、遊戲參與動機之分數皆高於其他

類型，較獲長輩喜愛，以此建議為軟體開發之依據（吳信緻，2013）。

2013年末姜老師也參與科技部計畫，研發了「Yes！I move！」的APP軟

體程式，透過手機下載跟著做運動。那時網路頻寬較小，且必須受限於

手機，而未能廣泛使用，但卻意外帶給姜老師在運動推廣上新的啟發。 

後來我就想說，作一些實驗，因為我到彰師大嘛，那時候我們就拿了

一些產學案，去比較那些運動，與不運動的差別在哪，後面有一度也

做了APP，叫做「Yes！I move！」的APP不曉得現在還下載不下載的

到，我覺得蠻酷的，就是你下載，他的螢幕會動，你就跟著他做運動。

做了這個計畫之後，我發現，我們為什麼不用影片教學？ 

（20180326姜_專訪） 

 

三、武林大會試金石—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前身 

    2013年末的「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即是第二階段種子培訓的

計畫成果延伸活動，也是臺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在陳廖梅芳理事長任內

第一次舉辦「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不僅在臺灣本島新北市一運

動館，共計15家機構，參與彈力帶仰臥起坐、坐姿體前彎、打地鼠、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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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投籃、吹箭及滑冰塊等闖關活動；更計畫遠赴東部及離島教導老人休

閒運動課程，及輔導和宣導長者參加體感遊戲的虛擬運動大賽。 

那時候我們設計在年底有一場運動會，但交接後不是我們辦的，它算

是種子培訓的延伸，我記得那時候比較特別的是我有去跟微軟借

Kinect（XBOX-KINECT）就是體感遊戲，X-BOX，微軟的，他的遊

戲有很多種，比方說水果忍者啦可以線上PK，最後不知有否執行，反

而是姜老師有帶學生劉懋他們執行，老師在2012年就對體感遊戲很有

興趣了。（20180827葉_主訪） 

雖然第一次的運動會有許多的狀況，但姜老師看到了長輩正向的回應，

就知道這是個正確的方向，在檢討後記取教訓周延計畫，為之後的四屆

運動會打下根基。 

真正的第一次，是老人福利協會辦的，那一次辦得有點亂，那項目是

什麼？例如說我們有一個項目是推冰塊，桌上保齡球的前身，那時候

想推冰塊，是因為我想老人家可以摸到冰，但後來就衍生很多問題，

比方說像是場地會濕掉啦……但那時真是花盡腦筋去做。另外還有一

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來服務的，都是臨時湊出來的，可能是比較不懂

規則的志工，好像是外丹功什麼會的，但他們就是對這運動比較不熟

嘛……，我個人覺得有很多地方可以改進，後來我就覺得這樣不行，

可能需要更嚴謹來舉辦。（20180326姜_專訪） 

臺北那次老人機構福利協會的理事長就換高雄的某個機構的董事長

他們做，但是在和我們想的運動會上還是有落差，畢竟在裁判的遴

選，賽制規則上的規範可能比較沒有經驗吧，比較沒有那麼紮實，因

為他們的裁判是找當地的志工媽媽，那志工媽媽在賽程上的執行可能

就沒有那麼嚴謹啦，那在整個制度上也沒有那麼完善。 

（20180827黃_主訪） 

雖然大家都很兵荒馬亂，因為沒有人做過。然後老人家會覺得，這我

也想算(分數)那個我想算(分數)，然後老人家就會凹你， 就是這樣，

然後第一次好像就已經有吹箭了，還有甚麼……項目還蠻多的，搞到

後來就是……一團亂。但你在裡面看到的就是 「老人的笑容」，你

就知道這是一個對的方向。即使比賽被complain，志工也搞不清楚狀

況，然後分數也不會算，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但是你知道，這

是個值得做的事情。所以我後來就覺得就好像是，早期醫院是沒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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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街的，大家會覺得，醫院就是醫院，一定要乾乾淨淨的。可是現在，

哪個醫院沒有美食街？所以美食街不是主要的問題，而是管理的問

題，如果你做很好的衛生管理，美食街其實是可以和醫院同時存在

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運動會會亂，不是不適合存在，而是我們的

管理、規劃有沒有做好。所以後來很開心的是，永信作了很用心的管

理和規劃，到後來就越來越上軌道。（20180326姜_專訪） 

    種子培訓在推動失能高齡者運動上的推廣會有困難，其一是受訓人

員畢竟少數，一旦離職則會折損培訓人才；但另一方面在落實上的確仍

有落差，原因仍然在於機構的執行面，是否負責人和專業照護人員可以

了解運動對失能高齡者健康的重要性而規劃實施。因此在發展歷程的第

二階段，姜老師投入大量心力，透過國科會計畫、產學合作、科技部計

畫，一再證實運動對失能高齡者的生理、心理健康具有效益。這些運動

實證的成效在國、內外的研究中也獲得同樣的肯定。在瑞士，有31位65

歲以上運動功能障礙，需要長期護理的老年人進行8週的全身律動機和跳

舞機的運動後測試肌力值後發現能夠改善其下肢肌肉力量 (Rogan, 

Radlinger, Baur, Schmidtbleicher, Bie, & Bruin, 2016)。一養護機構20位年

齡介72-94歲之男性9位，女性11位，以健康環進行為期九週，每週2-3次，

每次15-20分鐘的健康環運動，以肌力測量儀前後測相較，後測皆高於前

測之肌力值（林昭卿、吳錫昆、宋琇鈺，2006）。以上研究及本研究第

二章文獻探討中針對失能高齡者生理、心理、社交方面，皆肯定運動有

其效用，而使團隊仍奮力推動著第二階段的種子培訓，並在2013年末於

臺北嘗試發展運動會。雖然第一次的舉辦許多地方未見成熟有待改進，

但這也是普遍在辦理運動會上，都會遇到重要的議題—運動會的管理規

劃。從小至學校的運動會，到大至世界運動會，如國際綜合賽會，皆發

現要能按流程進行、安排合適的賽程、服務人員需具備專業知識及素養，

能主動詢問需求、解決問題，甚而大型賽會更需針對環境、顧客、競爭

者及產業皆要進行內、外在分析之管理，方能有美好的服務品質及得到

良好滿意度，進而獲得稱許（李蕙貞，2014；陳信中、康正男，2011）。

而針對身心障礙者所舉辦的賽事也發現服務品質與參賽者滿意度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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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吳政隆，2014）；在Theodorakis, Kaplanidou and Karabaxoglou(2015)

針對一項跑步運動會的研究，亦說明服務品質會影響參賽者的幸福感和

滿意度。以上皆說明了在運動賽事上「管理」的重要性。運動會需要重

視管理，此外，更需要針對每一次的檢討，予以重視及改進，方能使運

動會的籌備和運作愈臻成熟，以提升參與的滿意度，有利於發展和永續

經營的可能。在經過第一次「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洗禮之後，

姜老師更能掌握運動會管理在各面向的重要性，而將此分享給未來的合

作夥伴。從改善第二階段的種子培訓的缺點進一步發展為第三階段的運

動套裝課程；而運動會也在姜老師積極地檢討整個管理模式，並傳遞給

新的合作團隊中，進入第三階段奠定基礎，穩定發展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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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網路發達秘笈廣為流傳，號召各路英雄共襄盛舉 

      第三階段：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 

 

一、師父入棚拍攝實境相傳真功夫 

—休閒運動十組套裝課程發展 

 

其實影片教學概念是很老的，像早期在美國，50年代跟60年代，

他們也是看home video在做運動的。（20180326姜_專訪） 

 

    在種子培訓發展兩年後，不論是由於受訓人員非運動相關專業，回

到機構後仍有負擔繁重的本業必須完成；且受訓人員不一定是主要帶領

者外，更嚴重的是機構人員流動，造成無法在培訓上看見預期的成果。

就在種種困難中姜老師也同時連結學界和產業界進行更多的研究計畫，

希冀除了證實運動效用外，也能有機會發現新的轉機。而在2013年末姜

老師與科技部的「Yes！I move！」計畫則啟發了用影片傳達運動教學的

想法，於2014年再次與永信基金會合作提案「建構老人福利機構休閒運

動帶領者訓練模式」。 

我發現，我們為什麼不用影片教學，其實影片教學概念是很老的，像

早期在美國，50年代跟60年代，他們也是看home video在做運動的。

後來臺灣有鄭多燕阿，各式各樣的，……，它是個概念，重點是這些

運動，都沒有給失能老人的。那時候我們才想說，我們如果要鼓勵失

能老人做運動，然後在未來能夠參加運動會，前一步要讓他們學會怎

麼運動。那他怎麼學會運動？我們之前培養那些教師，其實效果並不

好，我那時候也是很努力去推，但遇到實際上的問題嘛，很多時候，

機構沒有留時間給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為了評鑑，才有這些課……。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拍攝DVD然後寄送給各個機構，然後我就下

去，拍攝標準的動作，機構只要把影片放下去，老人家就可以跟著。 

（20180326姜_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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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會有流動啊，就算我們辦了種子員培訓，來參加的人本來背景

就不一樣，通常是社工，或者是照顧服務員，你要去教他，通常運動

都搭配音樂嘛，那個節奏感，那個怎麼配，都沒有相關養成背景啊，

然後每做一次培訓就要從頭教起，我和姜老師覺得這樣的速度很慢，

所以我們才設計成套裝課程，因為他們只要學套裝課程的東西就好，

音樂都已經幫他配好了，動作都幫他配好了，他只要去學那個動作怎

麼帶就好了。（20180827葉_主訪） 

透過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的補助，此休閒運動課程如有氧、肌力訓練

和伸展平衡，於2013年的產學合作曾施行前兩項運動實驗於松柏園養護

中心，具有成效；將運動課程規劃為4組有氧運動、3組肌力鍛鍊及3組伸

展平衡運動，經專家學者討論定案後，帶領十個機構進行12週的運動訓

練，並同時與GOOD TV好消息電視臺合作拍攝套裝課程（如圖十一），

以實施失能高齡者休閒運動推廣。 

 

 

 

 

 

 

圖十一、十套高齡者休閒運動套裝課程之片段 

                 （研究者截圖於高齡者休閒運動套裝課程） 

 

那些內容的設計，就是我們有辦一些工作坊，讓那些機構的人來學這

些動作。我們前期先設計動作，柴老師啦，李麗晶老師啦，吳老師、

姜老師先把動作設計好；他們把動作設計好，再進入專家會議裡面做

修正做調整，在確定之後才教給機構的人，然後教完之後，因為同時

做嘛，再指定每一個機構要練哪一套課程，那他們就可以在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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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做發表，那影片也是這樣同時在做執行的，那時候（拍影片）

也要搭配長輩阿，這樣的可信度比較高。（20180827葉_主訪） 

那時候有兩組人嘛，男生就是吳老師在士林長青學苑的學生，那些長

輩還都蠻健康的，因此動作也都跟得上。女生就是在雙連養護中心的

長輩，因為住在安養護中心體力都會比較差，所以有較長的訓練過

程。男生的訓練過程就比較短，他們看一下大概就可以了，你看到影

片過程他們也都是跟著老師的動作。這些都是同時動作，你看到成果

發表的時候，影片已經做出來了，影片就可以做發放了，就是劍潭那

一次。（20180827葉_主訪） 

進一步，由於網路平臺的普及使用，透過將優質影片上傳YouTube、Line、

Facebook、Tiwtter……等，都能不斷經由點閱、分享，造成更多外擴的

影響和效應，提供給更多有需要的使用者。 

後續就上YouTube，有一個小故事，就是影片中阿嬤的……不曉得是

孫子還是姪女，在YouTube上面看到，「ㄟˊ，我的阿嬤怎麼在這邊？」

然後就很高興到處轉放，所以你注意看那個系統，他都是從基督教、

天主教的系統轉出來的，因為他都署名什麼什麼同工的。其實就是因

為那個雙連（基督教安護機構）的阿嬤，然後開始轉，轉到加拿大，

又轉回臺灣，這是在Line裡面轉、轉、轉。就像最近旌旗教會同仁有

人傳Line給我，那是我三年前已經看過的東西，你就知道那個點閱率

還蠻高的，尤其是前面幾套有氧很多人看。（20180827葉_主訪） 

    透過專家們討論，並且經由運動教練和專業投入錄製的影片，搭配

網路使用的流行，使點閱率及使用率皆能看到提升。在其他研究中，顯

示影片教學具有可重點視覺及口語提示及重複觀看的特性，較易引起興

趣和專注；並且在操作上具有省時、省力、低成本之優點（王慧婷，2015）。

可以一對多，增加學習影響的廣度。並因有真人可仿效實作，可避免認

知差異及學習上的誤差。如陳信欽等人(2013)研究影片學習系統對教學的

應用和評估，大專院校機構學的課程為改善紙本書籍、教師授課的物理

限制，改採影片教學，更增加學生對於運作過程的了解。運動是一門專

業，每個動作都有其訓練的目標和能達成之效果，模仿專業教練實作，

重複鍛鍊，較能達成學習及運動訓練之期待。且因可透過多種載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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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智慧型手機、平板、筆電或桌電，只要連結網路，皆可下載播放觀

看學習（李佳蓉，2015），因而此套運動休閒十組可藉網路之便而能夠

影響全球各地需要運動的長輩及失能高齡者。更蓬勃的運動風氣，則繼

續帶動著運動會發展的可行性；在永信團隊與姜老師的努力下，開始了

第一屆的「『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二、首發武林盛會戰帖— 

2014第一屆「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我覺得整個團隊有很清楚的目標和宗旨，我們也認為他們應該要

好好的練習，然後再來參加比賽。（20180326姜_專訪） 

 

    2013年已任衛福部社家署老人福利組兩年的陳美蕙副組長，常很有

感於不管是在內政部時期，或衛生福利部階段，每年的重陽節，主軸都

是健康老人，而機構長輩的活動也都較偏向靜態性活動，缺乏動態活動

的休閒娛樂，而找上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希望其在重陽節辦一個活動，

讓長輩能夠走出來。 

會做運動會，是因為每年的重陽節，我們不管是在內政部，或是衛生

福利部，主軸都放在健康老人，但在機構老人好像大家也沒有什麼娛

樂，到機構裡面就好像是……畫畫圖啦、剪剪貼貼啦……做什麼而

已，沒有一個真正的休閒活動。就是說，每年的重陽節都很少會為這

些人辦什麼活動 ，所以那時候才和永信談談看，是不是能夠為這些

機構的老人，辦些什麼樣的活動，能夠讓他們出來外面跟大家一樣。

（20180325陳_推訪） 

嗯，應該說就是陳美蕙副組長會拋出來，說：「嗯！你們來辦運動會

吧！」啊我給你多少錢，你們想辦法辦出來這樣。那我們就回來討論，

那個討論要花很長過程的時間。（20180827葉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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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時，加入永信基金會的黃惠雯也已在機構中擔任照護組長兩年的時

間，於同年轉調發展部任專員，並在新婚孕育新生命之時接下籌備第一

屆「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重責大任；並且積極

請益姜老師，期待給長輩一個有一天能夠走向國際的運動賽會。 

我就開始想說，失能長輩的部分，他們能夠做什麼運動？記得在2009

年高雄辦過世運（是一個國際性的體育競賽盛會，每四年一次，競賽

項目以非奧運會項目為主，於每屆奧運一年後舉行）。我看了相關賽

事，看看未來會不會有機會走出去，可以在國際賽事的部分……，就

開始找，找到再跟主任討論。在找的過程當中我必須先要評估（失能）

長輩能不能做？會不會挫折太重，而使他們最後不願意參與這樣的活

動。後來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排球，因為永信盃排球錦標賽在全臺已

經算是一個指標性的賽事。那我就提到說，那我們坐輪椅來打排球，

應該還不錯，主任說可以試試看。然後輪椅接力賽，因為想說有大隊

接力嘛，但他們不可能用跑的，所以我們就用輪椅的接力賽，然後還

有九宮格和吹箭。我們都是先買一個來讓長輩用，test完ok，我們才

去做採購的動作。（20180827黃_主訪） 

記得那時惠雯才結婚懷孕，就接下這個重責大任，挺著大肚子在會場

走來走去，為運動會而努力的身影，真的叫人感動。 

（20180603葉_主訪） 

我接運動會那年，年初三月結婚的。103年的1月接運動會（籌備），

然後結婚，懷孕，然後運動會。我會比較擔心第一次碰到這麼多，這

麼大的場子，而且是來自16家不同的機構，我能不能很全面地去完成

這樣子一個使命和任務，因為這畢竟是空白的。在車資的安排啊，用

餐的安排啊，活動的規劃，這些對我來說，因為你一個人面對專案的

這個部分，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啊不過還好啦，當你在做好事的

時候，就會有一些好心人會跳進來。（20180827黃_主訪） 

    籌備運動會本就不容易，更何況這是一個期待讓養護機構失能長輩

也能參與的運動會，並且報名機構涵蓋全國，需要各機構鼎力參與共襄

盛舉；在規劃上須鉅細靡遺之外，更需要相關專業人員一起投入，例如

照護方面的專業、運動方面的專家、執行團隊的分工、器材的採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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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的邀請、贊助商的支持、大飯店主廚在辦桌上的協助……等，才能

完成如此盛會，辦得圓滿，為失能高齡者的運動及運動會開啟新頁。 

    由於之前的工作經歷非相關專業，在進入永信基金會後轉調照護組

長期間，透過松柏園蕭麗美主任的協助和安排，使黃惠雯在用心於認識

失能長輩的照護上能夠更加上手。 

如果我在過程當中沒有到松柏園區做過照護組長兩年的時間，我也沒

有辦法面面俱到的去思考失能者長輩外出的時候需要什麼東西，飲食

需要注意什麼眉角（臺語），在帶領長輩部份有什麼樣的技巧，很多

分享給其他的partner，給予建議……等。而那時是松柏園的蕭麗美主

任帶我做的。在過程中蕭主任也是我一個貴人，在這個方案上我許多

的支持。比方說我在接照護組長的時候，我什麼都不懂，所以那時候

我就跟主任溝通，是不是可以給我兩個禮拜的時間，我就是去做現場

的實習；就是跟著照顧服務員和護士，去了解他一天的生活，那就是

早、晚班嘛，都要學，你才會知道當長輩什麼狀況的時候，你要下什

麼決策。（20180827黃_主訪） 

在接下「『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籌備工作，

最重要的是決策管理階層的帶領、支持和信任。永信基金會的趙明明執

行長是身體力行的好榜樣，常捲起袖子和長輩一起參與活動，並且領導

團隊謙虛求教專業，是產學合作美好的典範。 

我大部分的角色，一定是先參與，然後推動，重點就是要尊重專業嘛，

那就像是跟姜老師的合作，你一定要尊重他。而溝通的過程當中就是

要尊重專業。（20180430趙_主訪） 

而黃惠雯專員的直屬主管發展部葉建鑫主任，則是其在規劃籌備過程最

佳的支持和幫助者；不論在運動會架構的發想，和其中許多創意的點子，

都能在與主管討論後獲得支持而順利實施。 

分工喔，執行長通常就是點頭同意。我都會和惠雯、姜老師先討論，

然後惠雯會寫計畫書，他寫出來的東西我會審嘛，會做一些修改。但

去社家署報告，就是我報告，然後惠雯在旁邊，執行長旁聽這樣。主

要在運動大會前的所有業務都是惠雯主責，其實已經做第四年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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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常規的東西了，我們不用介入太多。執行長比較會介入的是主

視覺，那個大的海報，那個就很重要。（20180603葉_主訪） 

在運動會的賽事和規則擬定上，則有具運動休閒專業背景的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姜義村教授提供相關專業的建議和協助，使整個賽事能夠管理地

更井然有序。 

姜老師啊，在賽事上他就給我很大的支持，他工作其實也蠻忙碌的

啦，所以我都是丟mail給他，那老師看到，他都會立即性的回覆。我

們會先試（器材），看長輩O不OK，然後看器材哪裡可以買得到，那

這個部分完備之後，便進一步跟姜老師討論長輩操作狀況，那姜老師

就會協助我們擬定賽事和規則。那我會在前端先找賽事規則，然後再

提給老師去做修正，這樣子會比較快，因為畢竟我們有接觸過第一線

的長輩的需求面，再透過老師在賽事的專業上去幫助我們做調整，這

樣的東西是會比較到位的。（20180827黃_主訪） 

葉建鑫主任則投入運動會重要的現場場控，從場佈，在運動會現場的每

一條競賽佈線，規劃；志工裁判的培訓；到當天整個賽程換場的流暢，

主任皆是親力親為。 

那其實我比較常去做的是裁判說明會和競賽項目（規劃），規則我反

而會比較熟一點。啊現在她（惠雯）都自己去，因為以前的競賽規則

大部分是我跟姜老師討論出來的，比如說那個排名轉積分啊，那也是

我跟姜老師討論出來的。啊我的話還有場佈。你看那個場地上畫很多

線對不對？那個線都是我指揮學生畫的。除了畫線，還需要和裁判講

解規則，門球框怎麼擺啊，要注意什麼東西啊，比如他說30秒內要攻

擊，都要一一跟裁判做說明。我現在都主要做現場控制，現在都需要

等大家一起比完了，再一起換，那才會有大家一起比賽的感覺，主持

人會follow我的手勢。或是裁判的溝通和確認，那大概是我那一天最

主要的工作。（20180603葉_主訪） 

籌辦運動會最重要的過程包括器材的採購，尤其運動會中姜老師推薦的

競賽項目—吹箭，國內還未流行，需特別自盛行的日本採購，亦需要貴

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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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你知道就是那個吹箭啊，是找不到跟日本那邊可以連結上的廠

商。所以剛好是我們這邊那個基金會的創辦人，就是李天德老先生他

在日本扶輪社朋友的學生，在臺灣發展，剛好透過他幫我們買吹箭的

部分。（20180827黃_主訪） 

而一個活動是否精彩，主持人亦是重要元素。在行政部門社家署的引薦

之下，有機會與長期服務於弘道老人基金會阿公阿嬤活力秀，經驗豐富

的主持人合作，使每一年的運動會都活力四射，也因主持人的敏銳而更

感貼心安全。 

永信這一方面辦的是機構式的，就比他們（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失

能情形）更嚴重，所以相較之下在我們剛開始跟他們討論這些事情的

時候，我們會更仔細一點，你們還有比這些東西，我們會關心更多一

點，也注意更多一點。基本上在老人我們就要很注意，比方那個舞臺

的進出，舞臺的平穩度，那整個的流暢度， 還有在整個的寬敞、距

離……等。（20180405志_推訪） 

像我們如果看到哪裡會有水，我們就要過去馬上擦，在主持的時候也

一樣，這是說我們會比較細，一般的主持人只有主持念完稿……所以

我們主持不是說主持完就算了，而是要一直盯著每個長輩，比方說那

個長輩好像看起來怪怪的喔，我們就馬上去關心。 

（20180405根_推訪） 

要把活動辦完、辦好、更要圓滿，即需要更多財力的支持，專員用心尋

找形象正面並與運動會相關之贊助商，使長輩在獎勵上可不虞匱乏，讓

活動更具意義。 

在這個方案上的贊助商，我特別會去找嬌聯和優能福祉，找這兩家企

業，主因他們與松柏園有專案合作，因緣際會跟他們提到這個案子，

他們也蠻支持這樣子的理念。每年這兩個贊助商都會贊助運動會的獎

金。主要因為他們在對長輩的照護上，有一定品質的要求與堅持，像

嬌聯，是強調讓長者能有尊嚴去如廁的，實現微笑以對的照護。然後

優能福祉強調輔具的設計及開發，讓長者生活自立，例如座椅、輪椅、

步行器等移動輔具；在照護知能上便強調照護意識改革，每年會連結

日本各領域講師來臺舉辦研討會，做生活自立支援最佳推手。讓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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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自立支援訓練下，能有動力走出機構來參加這個運動會，所以

運動會就是生活自立支援的一個延伸。（20180827黃_主訪） 

在運動會後能讓長輩享用傳統辦桌懷舊的料理，也是活動中的創舉。並

且連結臺中全國大飯店的五星級主廚李坤昌先生，親自為長輩掌廚，調

製合適牙口之道地臺菜，更讓這個活動令人回味。 

就是那個辦桌，飯店的行政副主廚李坤昌先生也給我很大的幫忙。他

和葉主任認識比較早，他們早期在機構有做快樂餐的服務，所以那時

候輾轉知道這號人物。那在想比賽要給長輩吃什麼樣的食物？那年剛

好有一個本土電影叫「總鋪師」，演員有吳念真啦，林美秀……等，

對，我就跟主任說，最近那個電影總舖師很火紅，吃辦桌就是要賺那

個歡喜心（臺語），覺得讓長者參加完運動會，然後吃辦桌做個Happy 

Ending這個idea還蠻酷的。所以葉主任也給一個很棒的支持，讓我去

試去做。後來有跟李主廚溝通機構長輩的牙口狀況，主廚也蠻細心

的，說：「那在你印象中有那些是長輩很喜歡的菜？有興趣的？」然

後我就feedback給主廚說，這幾樣東西他們可以吃，而且是他們有興

趣的。他聽我的建議，然後依照自己的專業，再去調合適的餐點。在

菜單調完之後，這都是紙上談兵，還是會有認知的風險，所以就問主

廚能不能試菜，先去試試看口感，口味能不能接受，才知道長者能不

能接受啊。（20180827黃_主訪） 

 

三、武林盛會梅開二度— 

2015第二屆「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暨第一屆「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共有16家

機構，160位長輩於大臺中國際會展中心成功參與輪椅接力賽、吹箭、桌

上保齡球、排球賽及棒球九宮格等五項競賽活動，實際發現輪椅族長輩

也同樣有競爭力與有能力採站姿的長輩一起同臺較勁。在活動結束後，

透過陪伴參與的機構人員分享，從機構內部遴選參賽選手開始，到內部

規劃的訓練過程，競賽當日點燃長輩的活力鬥志，直至回到機構長輩開

心與住民分享參與的榮耀，隔天就開始期待明年還要報名參加的熱

 



 

93 

 

情……，都看到參與運動會使長輩生活重新建立目標與期望（財團法人

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2016）。 

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長輩會認得我，當他們進場的時候， 看

到我，就會說：「啊！夭壽水主持人，妳又來了！」他們會直接回饋

說，「哇！又是妳好開心！」已經經過一年了喔， 他們就是會記得。

我也會問他們說來參加開不開心啊，他們就會告訴我：「很開心啊， 

我回去都會練習！」長輩給我的回饋是參加這個活動的意義感。

（20180405根_推訪） 

那一年有去參加的長輩，再下一年都會很積極的在運動的方式上，做

積極的練習，然後工作人員有提到，這練習對他們的復健這一塊很有

幫助，因為有目標，長輩很願意去做，而照顧人員也發現這種狀況，

也會更願意讓長輩來參加，他們那麼努力就是為了那天可以出來。

（20180405志_推訪） 

參與運動會的成果也在機構間流傳，於是2015年第二屆「『創齡，銀向

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增加至19間機構報名參加，且活動的

項目及賽制都在不斷的建議和研討中被更新。 

永遠記得第一年我們是一個一個去拜託人家來參加的，但是後來就不

需要拜託，反倒是有人要報名還沒有名額的，因為太晚報名所以額滿

了，有些機構會比較聰明就先寄報名表過來，再補蓋章。 

（20180827葉_主訪） 

第二年有多一點點。因為展場分為A、B、C、D區，第一年租A區；

第2年是A、B，加一點點，因為有19家；第三年是A、B，加一些，共

24家；第四年是A、B、C區，共30家機構來參加運動會。 

（20180603葉_主訪） 

第一年我們比較像在試水溫，在機構試或許ok，但在別的機構還有很

多狀況是你沒有想到的，當別人好意跟你做提醒的部分，就必須要納

入後續的賽事規則內，因為你沒遇到的別人有遇到，怎麼難保第三家

的人不會遇到。（20180827黃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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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林盛會入圍並獲選獎項榮譽— 

    永信基金會2015獲震旦集團陳永泰公益信託 

   「傳善獎」肯定 

    在「『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舉辦至第二年

後，很明顯在各機構都發現長輩對投入競賽的熱情被點燃；擴大社交範

圍也增進了社會參與，雖然第二屆從16家增加至19家，但由於其補助經

費來自衛福部，除了補助金額有上限的限制，也難以掌握財源及彈性運

用，使運動會的未來發展受到限制。而同年永信也在參與雲林縣私立同

仁仁愛之家生活自立支援的成果發表中受到激勵，期待把這套廣泛實施

於日本廿年的理念，能夠發展在自家的松柏園養護中心，也亟需大筆的

經費挹注才有機會實現。因此永信團隊在趙明明執行長的帶領下，以「生

活自立能力發展」為主軸，報名參賽第一屆的「傳善獎」徵選。「傳善

獎」是震旦集團為回饋社會，創辦人陳永泰先生所成立的公益信託，特

別支持缺乏知名度、募款有困難的中型社福機構所設立的獎項。獲獎者

可得到來自公益信託三年的穩定經費支持，能夠專心投入專業的事，落

實照顧有需要的族群，而有機會看到中、長期的實施效果。而永信長期

在失能高齡者照護的努力上終於被看見而獲此殊榮，並且得到三年的經

費支持，使生活自立支援方案及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能夠繼續不斷

被更新和推展（姜義村，2016年11月24日）。 

每年衛福部都會補助我們，之前也有傳善獎的經費在支持運動會的舉

辦。（20180430趙_主訪） 

然後衛福部補助主要是做運動會的部分，那傳善獎的獎金就是用在紀

錄片或獎金的部分。（20180827葉_主訪） 

因為運動會和生活自立支援的案子讓我們榮獲陳永泰公益信託的獎

項，我們是第一屆嘛。那再來是也讓照服員知道，透過生活自立支援，

照顧長輩不是一件很悲情的事情，透過一個照護意識的改革，他們可

以有不一樣的人生下半場。（20180827黃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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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父二度開拍進階武功秘笈— 

    2016推展生活自立支援+STS坐到站系列 

    當傳善獎經費開始支持生活自立支援，也就是「零約束、零尿布及

零臥床」之三零運動開始推廣時，也就愈益發現運動的重要，永信基金

會以從2014年拍攝十組休閒運動套裝課程的經驗為基礎，繼續因應生活

自立支援推動的需要，與姜老師再次合作設計研發STS坐到站系列，以

支應導入生活自立支援方案機構的需要。 

因為那時候我們自己在做生活自立支援的推動，就是不臥床、不尿

布、不約束，在2015年的我們自己在推生活自立支援，還有傳善獎的

申請，還有用生活自立支援的概念寫一個計畫，那個概念還是全國性

的，就我還是希望能夠向別的機構做導入，那我們還是覺得運動很重

要。但以前的運動比較沒有目標性，就是有氧、肌力，和伸展，怎樣

做讓長輩不覺得枯燥，發展十套讓長輩輪著做，就是這個概念。但生

活自立支援比較有自己的目標性，這是比如說我們希望長輩可以站起

來，能站起來他就可以做比較多的……比方說他可以自己去上廁所，

自己上下輪椅等等的，所以我們像有一套目標型的課程出來，坐到站

應該是最基礎的東西，然後就跟姜老師討論我們可以做一套坐到站的

套裝課程，專門訓練長輩坐到站的動作。（20180827葉_主訪） 

對！就是和永信從2016年辦生活自立支援有關係，STS是其中一個部

份，我們從2016年就參與，2018年是第三年。而生活自立支援和運動

會是部分相關，因為它主要是能自己能做的自己去做，然後有些能力

或許是可以恢復的，但如果參與自立支援的長輩，也參加運動會一定

會很有幫助，因為更多的活動可以促進他的身體健康。那對我們機構

來講，有些失能的程度是比較重的，我們還是需要他參加生活自立支

援，但他在參加運動競賽的部分可能就還是有一點距離，不過它應該

是參與運動競賽的基礎。（20180831譚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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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番檢討推陳再出新 

—2016年第三屆「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 

    運動會 

    運動會每年舉辦，但項目和賽制皆會在機構人員的回饋建議中，及

團隊的研發創新中不斷被調整更新，使賽制更加細緻，體現運動競賽的

公平性及能達成其所欲完成之訓練目標；而比賽項目也會視比賽實際效

果而有換新更適合運動項目的機制，如表六。 

表六、歷屆比賽項目更新表 

 2014 2015 2016 2017 

手眼協調 排球賽 排球賽 排球賽 排球賽 

手眼協調 棒球九宮格 棒球九宮格 棒球九宮格  

手眼協調  門球 門球 門球 

心肺功能 吹箭 吹箭 吹箭 吹箭 

肌力有氧 輪椅接力賽 輪椅接力賽 輪椅接力賽 輪椅接力賽 

肌力有氧 桌上保齡球 桌上保齡球 桌上保齡球 桌上保齡球 

(本表資料來源為財團法人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2014、2015、2016、2017) 

比如說那個排名轉積分啊，那也是我跟姜老師討論出來的。比如說輪

椅接力賽，他會依照時間有1到20名，那第一名的積分要多少，比如

說25分，第2名19分，因為要算成積分，之後才能排名次。那積分比

方說7名以前都幾分，7名之後都5分……。所以運動競賽，只要專攻

一兩項就可以了，因為有些活動，贏了就是25分，輸了就是19分，有

一些是要大家一起排的，比方像吹箭啊，保齡球啊，你可能一下就是

25分跟5分，就差很多了，所以需要很鑽研的那個賽制的規則。

（20180603葉_主訪） 

因為我們在每一屆我都會記錄說機構打電話來有什麼狀況的一個QA

的表。我整理完之後，在隔年我們要送計畫之前，我們就跟老師

recheck，再去做調整，因為還是要逐步完善。舉例來說，在桌上保齡

球部分，長輩會不由自主手跨在這邊（桌面上），那有些長輩，我不

能說是投機吧，當他把手跨在桌上，身體往前傾再投擲出去，那變成

 



 

97 

 

說中間有30cm的距離是偷吃步（臺語），那老師就會建議說要長輩身

體微微靠著，但手不能放在桌上，那就是避免這個對其他長輩不公

平。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在吹箭，那我們定的規則就是，長輩要自己裝

箭去吹。第一屆我們比較常遇到的是工作人員啊，比長輩還要緊張

吧，就是會幫長輩安裝好，然後再拿給長輩，催促快吹（臺語），在

過程之中對長輩而言是一種無形的壓力。那既然訓練長輩，在運動上

也要有一個禮儀，做一個賽事的禮儀，也要尊重這樣一個比賽，就讓

他完整做完這個動作。這過程當中也發生過像失智症的長輩（參與），

這時工作人員也只能夠在旁邊提醒，動作要讓長輩自己完成。 

（20180827黃_主訪） 

進入運動的比賽的第三年，也因其中一個運動項目必須進口自日本，而

有國外單位前來參訪的美好插曲。 

像我們每一年都在玩吹箭啊，日本有一個吹箭協會，而且日本的吹箭

協會，真的就是比較年老的來參加。然後他們覺得我們這個單位很好

玩，為什麼每年都會來跟他們買一次吹箭，就請那個要幫我們買的人

來問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我們就跟他們說我們在辦這個老人運動會，

結果他們真的很開心，有一年，他們的會友，還有吹箭協會的會長，

三、四個人，就從日本風塵僕僕地坐著飛機；然後他們日本人也很會

坐高鐵，就從臺北坐下來臺中來看我們的比賽，然後一起參與，這是

我覺得很開心的地方。他們說：「哇！你們居然能夠為長輩辦這樣的

運動會！」甚至覺得有些長輩吹的都很認真，成績也很好。 

（20180430趙_主訪） 

 

七、四海之內皆兄弟— 

2017年第四屆「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 

運動會 

    運動會辦理到了第四屆，我們看到不只改善了失能高齡者的生命態

度和氣息，也為他們帶來目標和成就，而失能長輩對機構的認同感也有

更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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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兩件事，第一件就是第一屆比賽結束的時候，南部

有一個長輩，就是託社工帶他過來，因為其實他不太能講話，他中風

過不太方便，他就請社工推來找我，那社工就說：「那是她辦的，你

才能夠出來（臺語）。」他就是特別來找我，然後在我手上寫謝謝兩

個字。就是你會覺得很感動啦！然後在他跟我講完謝謝當年十二月他

就過世了，就是印象很深刻。因為就是會覺得說還好有這場運動會給

他的人生不一樣的回憶。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因長輩整個肌力的部分會

退化，就是身體功能，所以你就會看到他明明很想來參加，但是不能

來參加那種無奈。像松柏園有一個伯伯，他大概60幾歲，帕金森氏症，

那帕金森的特質就是很容易沒電，像他去年的表現都很ok，但今年退

化的部分就比較明顯，很容易就沒電，所以像我們的社工在評估就會

覺得很為難，到底要不要把他納入選手名單，到底是要贏？還是要滿

足長輩那個參與的心情。那我是建議把他放進選手名單，就只讓他參

加一種項目。當他沒電沒力氣時，其他人還可以補上來。伯伯就很可

愛，三不五時看到社工就把金牌戴起來，就是在提醒社工說「不要忘

記我喔！」（20180827黃_主訪） 

我們原本以為，這不過就是要讓老人家來運動的運動會，但沒有想到

他生前最在意的是他的隊有沒有認真練習。（20180827黃_主訪） 

當長輩參加運動會結束，凱旋回機構後，身上戴著榮耀的金牌，身旁住

民自然會羨慕地詢問，而長輩也能開心地分享；當家人及來訪視之親人

朋友來探望時，參加運動會能成為交談的話題，長輩和親友的互動亦更

加熱絡。 

因為他那個獎牌獎金，然後他們也可以對他的家人炫耀說，我拿到金

牌了，或是看別人表演怎麼樣的……，就是你聽他們說的時候，你可

以猜想，這些長輩在機構應該是話很少的人，我觀察他們應該是比較

安靜的人，但他們在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話就變得很多，眼睛也變

得亮亮的，……他們片段式地描述他們歡喜和他們的高興，至少他的

眼神是亮的，我就會覺得，喔（心滿意足狀），因為我以前在機構當

過副主任嘛，我知道這個裡面的長輩的生活是長怎樣的，但是我看他

們，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20180405根_推訪) 

當他把金牌帶回去的時候，就有人問他說，你怎麼有這一塊金牌，然

後他就會講啊，他去哪裡啊，還有吃辦桌啊，然後每次我要包回去啊。

（20180325陳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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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屬面，長輩拿到金牌，他會跟家屬關係也會比較好，因為他會和

家屬分享：「我有拿到金牌（臺語）！」（20180827黃_主訪） 

連帶的，機構專業人員對於需要額外花時間陪長輩進行練習和休閒

活動的意願和興致也高昂了起來。更有甚者也改變了照護之間的關

係，使得機構的氣氛也更活潑融洽。 

另外，我覺得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是最了不起的，因為他們願意帶這

些長輩老人家出來，……因為如果老人家想出來，他們不帶也是沒有

辦法。我相信他們的第一年一定是被逼的，反正就是心不甘情不願，

因為是排到喔，或是抽籤剛好抽到我。……這幾年我觀察起來，我看

到這些工作人員，都是開心來參加，這是很大的改變，從那個第一屆

到現在， 那個投入度的轉變、開心，至少我自己覺得，我們兩個這

幾年看下來，很明顯的成長很多，那些工作人員的態度真的要改變很

多，是照顧人員跟長輩一起成長，老人很期待來，工作人員也很願意

來。而且那天出來，當天他們也會比較好睡覺……第一功能會變好，

心情也會好，有目標就會去練習，功能就會變強，不會每天在那邊沒

事做，這是會互相影響的。（20180405根_推訪） 

（笑）對，玩到體力沒有了也會很好睡！（20180405志_推訪） 

對，我覺得這幾年，長輩跟照服員的關係有很大的改變， 不管你說

照護關係也好、依附關係也好，你出來就是要依靠他啊，然後從遊戲

的那個樂趣當中，我其實覺得這就是比較自然的連結。 

（20180405根_推訪） 

有時候你會發現機構的照顧人員，其實有時候他們到最後，自己也會

很失望，其實有一個最大問題點，當我在照顧這個長輩，是從看到他

很有精神，一直退化慢慢到衰弱的時候，對一個工作人員來講，其實

真的很不捨。可是透過這樣的運動會之後，你會發現這些工作人員積

極照顧的態度會提升之外，長輩退化的速度也會延緩非常的多。所以

透過這樣的活動，就不是只有雙贏而已，而是三贏。這個活動得到很

多的參與和支持，而工作人員也看到長輩在這一整年當中的積極，照

顧者會覺得很有成就；而在長輩部分，他也會變得很有意義和目標，

這都能看得到。（20180405志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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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記 

    一個活動，能夠一年接著一年，不停息地舉辦，並且不斷地追求更

好，除了因看到運動會帶給失能高齡者在生理、心理、社交面，有著正

向成效外，最大的動力來自於機構回饋他們看到在運動會後，長輩的生

命和生活上，整個生命目標和意義的轉變。 

（行前說明會結束後）那時候有一個機構的人舉手，他就說：「我還

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他說：「我要感謝大家來辦這個比賽！」他說

我要跟老師分享，他們有一個爺爺，他連續參加了二年但是今年沒有

辦法參加了，因為他已經往生了，但他在往生前，因為他住在機構很

久，他說我什麼都不要，你只要把我的金牌，一起化給我就可以了……

那時候聽了當場……我們大家都很感動，有人就已經快流淚了。我們

原本以為，這不過就是要讓老人家來運動的運動會，但沒有想到到他

生前最在意的是他的隊有沒有認真練習，最後希望他的獎牌，跟他一

起陪葬，跟他一起走，……所以你就會發現，這運動會，在他生命最

後的旅程陪伴他們度過一大段的時間。這是一種，自我的認同，我是

運動員，對或者是……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我很驕傲，當然

在他生命當中來講是很具有意義的。（20180326姜_專訪） 

    從描繪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過程傳出激勵人心的故事，一

個於年老時罹患帕金森氏症的伯伯，因參與運動會，重新點燃生命的熱

情而重獲新生；到述說發展的尾端，看到一個長輩雖然得走上人生必經

之路，在人生最後一哩路，因為能夠參與運動會而精采、充滿熱情和意

義感。雖然在退化過程生理無可避免的衰敗，但為了參加運動會而每日

的鍛鍊，縮短了臥床和更嚴重失能的年限；從等吃、等睡、等死的「三

等公民」消極心理態度，成為每天充滿動力願意自主練習，為等待下一

屆運動會積極努力的「一等公民」；因退休而開始遠離社會，因失能而

離開家庭，進入機構更是封閉自我的心被打開，更認識一同作戰的夥伴，

也有機會接觸其他機構運動員，在握手互動中真摯珍惜的情懷；回到機

構和住民及探視的家人有更多津津樂道的分享；和照護人員從不對等照

護關係升級成為戰友，齊心為機構榮譽而努力。「『創齡，銀向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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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在生理、心理、社會，全方位

的健康及生活品質提升，其成果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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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武林盛會帶動風潮，各路好漢功力升級— 

「創齡，銀向樂活」 

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成效 

 

   在我國政府單位高瞻遠矚平衡顧及照護失能高齡者的需要，專家學

者致力倡議推廣不遺餘力，及大力推展的機構投入大筆心力人力，和具

備運動休閒觀念的機構熱烈響應參與之下；經過了2012年「寶貝活力

『绽』」機構表演賽的初試啼聲，2013年「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的前身嘗試，直至2014至2017年「『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

構運動會」從參與機構16家到穩定成長至30家，不僅機構參與家數呈倍

數成長，各機構皆傳出長輩在健康及關係上成長，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分別在平日運動習慣的改變；生理上因日以繼夜地鍛鍊，在肌力和心肺

耐力上愈發強健；心理上因有目標而使生活更加有鬥志和盼望。運動會

當天能夠走出機構在心情上的歡愉喜樂，參與過程充滿笑靨；在運動會

過程中以運動會友的相敬如賓及彼此欣賞，與照護人員成為戰友的緊密

照護關係，榮歸機構的神采飛揚……等，研究者將其歸納分列如下： 

 

一、每天勤練真功夫— 

促進失能高齡者平日的運動鍛鍊 

    為了肯定長輩的參與，只要能參與運動會人人都有金牌，不過需要

院內第一輪的角逐才能出線成為選手，使長輩開始勤於日常運動的自主

訓鍊；加上比賽的分數關係機構的排名，那是屬於一份認同機構的榮譽

感，也是自己能夠參與其中為機構爭光的榮耀，以上都是促進長輩運動

動機的原因。因此即便從一開始有些機構抱著能讓長輩出來參加就很好

的心理，也會因著友會機構在平日就有穩定的練習而有卓越的運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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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打動，長輩看在眼裡也會存在心裡，回到機構，主動要求運動練習。

使平常的娛樂休閒，因為有目標而更有動力穩定持續地鍛鍊體魄、技巧、

熟悉度，而不同以往被動要求運動的無興致感，增加了個人自主練習的

意願，強化了穩定練習的動機。於其他研究文獻中，也看到為參與競賽，

在青少年的網球選手訓練上，會依科學化的系統制定年度訓練計劃（陳

東韋，2008）；跆拳道選手為參加國際賽會在體能、技術和戰術上還會

依準備期、鍛鍊期和比賽期進行有規劃的鍛鍊（河龍成、廖唯鈞，2012）；

而屬團體競賽的啦啦隊更需要日以繼夜由簡入繁地反覆排練（許秋玫，

2012）；循照計畫進行持續而穩定的訓練是任何比賽選手都會實施的鍛

鍊策略，便會促成穩定運動的習慣。 

聽說現在他們在機構當中就會自己有選拔，然後有代表隊出來比賽

啊……，平常在機構裡面就會練習啊，因為練習老人家的生活就會比

較有重點。不會說每天都看電視啊，想說我們要去比賽啊，然後每天

都會來練習。參加的人越來越多，當老人家自主能力越來越好，機構

也會比較好照顧。（20180325陳_推訪） 

（當長輩回去後分享）……這樣聽到就很想出來，然後因為想比賽就

會想練習啊，那就天天來練習比賽，比贏的才能出去。那因為這樣子

他們就會動起來。我上次去機構永信的時候，我陪部長去，還有老人

家會說，部長，我來和你PK，所以效果很好啊！（20180325陳_推訪） 

對，這幾年下來，……那一年有去參加的長輩，再下一年都會很積極

的在運動的方式上，做積極的練習，然後工作人員有提到，這練習對

他們的復健這一塊很有幫助，因為有目標，長輩很願意去做，而照顧

人員也發現這種狀況，也會更願意讓長輩來參加，他們那麼努力就是

為了那天可以出來。（20180405志_推訪） 

我也會問他們說來參加開不開心啊，他們就會告訴我：「很開心啊，

我回去都會練習！」（20180405根_推訪） 

那……有的機構真的很認真，像是菩提仁愛之家，齁！真的很認真

耶！每次場佈，都會先來模擬。每次我畫完線，他們就出來了，「主

任！我們又來了！」還會現場模擬！（20180603葉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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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素質因修練而提升更健壯— 

對失能高齡者生理健康的成效 

    一方面為了參與運動會，長輩會更珍惜保護自己的身體，在用藥、

進食方面更加注意配合；這如同即將參加競賽的健力選手會格外注意均

衡飲食和營養及更小心平時用藥，加上充足的睡眠，調整其生理能力達

到最佳狀態，以求在比賽時能有更好的表現，在競賽前即會提升生理的

能力（馬上閔、謝平湍、林秀卿，2012）是一樣的道理。 

松伯園有一個長輩，本來是公務員，兒子還是老師，後來得了帕金森

氏症，沒有病識感，所以越來越嚴重。後來到松柏園，我們要請他去

看參加運動大賽，他就很認真的吃藥，他知道只有控制住才能夠參加

運動會。（20180603葉_主訪） 

加上渴望參加運動會的心理動機，影響調整生理作息和飲食，即便罹病

也能夠有加速痊癒的機會；並且運動的鍛鍊能夠使生理機能更為健康已

為各方實驗證明所確立，不論在四肢肌力上能更加強韌，當行動更自如，

便會製造更多運動機會；在心肺功能上也因特殊運動練習，如吹箭，而

更加有力，可減少心肺功能的障礙疾病；循環良好，身體自然愈發強壯；

手、眼、腳因練習更加協調靈活，也能夠更多防止跌倒的風險。 

也有長輩去年不太好，今年卻變好的。有一個長輩失智，他第一年來

是坐輪椅，經過復健，今年是用走路的，因為他知道他今年要比賽，

所以他會很認真去做運動來練習。（20180603葉_主訪） 

而在生理上的成效，不僅在機構照護人員平日的觀察就能感受的到，更

會反應在比賽成績上。正常生理功能會因歲月而衰殘，但若長輩能夠維

持，甚至能夠進步，就能看到辦理有目標性的運動會因而增加鍛鍊在生

理上長期的效果。 

像今年破紀錄的一個保齡球的阿嬤，我對她印象很深刻，我們不是都

會幫他們拍照嗎？她已經比了四年保齡球，然後今年得到破紀錄獎，

然後就跟他說：「阿嬤你好厲害喔，這麼進步！」你就真的會很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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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所以呢如果都統計一下連續參加四屆的有誰啊？有誰去年

來，今年就沒有來的有誰阿……每個機構都會有一些連續參加四屆

的，在想說搞不好連續十屆的時候再來頒個獎吧……，那真是非常難

得的，因為那個對長輩真的是很難得，有那種機會可以已經那麼高齡

了，然後都還可以來參加，真的應該頒獎給他們！ 

（20180603葉_主訪） 

透過競賽的結果，也可很清楚看見，平時有認真鍛鍊的機構長輩和只是

來參加活動的長輩在臂力上很明顯的成績落差（如圖十二），擁有強健

手臂力量的長者，在平日以輪椅代步時，亦會有更強的自主性和活動力。 

 

 

 

 

 

 

圖十二、失能高齡者鍛鍊強健的臂力，從比賽結果就能清楚展現 

  （研究者攝自2017年運動會） 

 

我國排球和桌球比賽前都會規畫足夠的耐力、肌力訓練、速度與敏捷的

體能訓練和柔軟度的訓練，使身體達到最佳生理能力，能夠在比賽上有

更好的發揮，皆看到因要參與賽會的鍛練會間接導致生理方面的提升（王

英瑛、林新龍、紀恩成，2013；周如萍、謝淑娟、朱昌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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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質素因目標而有意義，因鍛鍊而堅強— 

對失能高齡者心理健康的影響 

   失能高齡者經歷從社會的撤退，再一次經歷從家庭中被剝奪，感受

上的消沉、低落在所難免，覺得自己被家人拋棄，在機構中是三等公

民……等。但參與運動會讓他們的人生有目標，知道在一年中生命沒有

白活，可以充滿活力和拚勁的精神，跟年輕的時候，也可不分軒輊，這

是辦理運動會的初衷，也是主辦單位最想要傳達給長輩的生命信念。 

有一個阿嬤，她剛來的時候，也會覺得心情很不好，因為人際很疏離，

她會覺得：「唉！我是來等死的，我的家人都不要我了之類的……」

可是當她發現這裡會帶他去活動，帶她出去玩，帶她去參加比賽之類

的，帶她去表演，讓她很有成就感，她就問說：「什麼時候還會去參

加？」她會有期待。雖然一段時間之後，這個也走了，那個也走了，

那你說意義在哪裡？就是我們陪他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 

（20180402田_推訪） 

而出門活動，本就是一個能夠在平日平淡的生活中激起漣漪的精采事

件。長輩長年待在機構中，能夠有出去走走的機會，心情上都會興奮好

幾天。 

我們安排竹林的長輩和工作人員來松柏園來吃晚飯，再到西湖渡假村

住宿。大家提早一天抵達松柏園的那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們由復

康巴士下車的時候，好開心啊！有一個長輩拉著我的手，很開心的跟

我說：「我跟你說喔！我真的好高興，本來我以為住在養護中心，可

能要到死才能夠出去，沒想到居然還可以坐遊覽車出來。」活動結束

後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帶給長輩很多的開心，雖然工作人員很辛

苦，但是是值得的。（20180430趙_主訪） 

而且不純粹是出去玩，是代表機構的選手，充滿成就與榮耀的光彩。無

論在平日，或運動會當天，長輩的心理因能夠參與而比以往更加有生命

力及朝氣，是照護人員最常感動在心的。這和全國大專院校所舉辦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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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有同樣的目的，能夠滿足自我的價值基準，重拾生命的尊嚴，而帶

來心理能力的提升（陳俊玄、錢慶安，2008）。 

松柏園有一個伯伯，他大概60幾歲，帕金森氏症，那帕金森的特質就

是很容易沒電，他可能這一刻精神很亢奮，在接下來就沒甚麼電了，

像他去年的表現都很ok，但今年退化的部分就比較明顯，很容易就沒

電，所以像我們的社工在評估就會覺得很為難，到底要不要把他納入

選手名單，到底是要贏？還是要滿足長輩那個參與的心情。所以很兩

難，那我是建議把他放進選手名單，就只讓他參加一種項目。當他沒

電沒力氣時，其他人還可以補上來。伯伯就很可愛，三不五時看到社

工就把金牌戴起來，就是在提醒社工說「不要忘記我喔！」這讓我印

象比較深刻。（20180827黃_主訪） 

我知道有一位長輩，已經參加三屆了，參加2015-2017三屆，那每年8

月快要比賽了，他就會跟工作人員說，你要讓我吃飽一點，營養一點，

這樣子我比賽時才會有力氣。代表長輩很在意這樣的活動。 

（20180831譚_推訪） 

參加運動會最勞心勞力的是機構服務人員，但幾屆下來，看到長輩的渴

望，帶動了機構服務人員的熱情，使他們有機會能持續參加運動會。 

在這幾年當中，也會有碰到機構要評鑑的時候，像99年，102年，105

年，比如105年，有些機構本來沒有報名，但後來又報名了，我們就

會很好奇，為什麼後來又報名來參加，他們說：「對啦，我們本來要

評鑑了，想說不要參加，但長輩會來催我們，他們會說：『社工社工，

為什麼今年還沒有報名？（臺語）』然後要去練習運動會的項目，然

後社工就說：『完蛋了，被長輩發現了！』」然後長輩就很熱衷，之

後社工也不能夠因為工作繁忙，就推辭長輩說不要去參加比賽。所以

說事實上這是讓我很開心的地方（20180430趙_主訪）。 

有的機構參加了，隔年不想參加，但長輩就會問：「今年什麼時候要

去？」機構就不得不報名讓他參加，因為長輩有這樣的動力嘛，他們

就會來參加。（20180603葉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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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參加運動會也帶給他們的生命更多的意義和自我挑戰的目標，不僅在

自我實現上能獲得更多的滿足，在「我是運動員！」的身分認同上也有

更多的自我肯定。 

那個參與前的期待，和參與時的榮譽心，並且不是為自己，會說彰老

一定要怎樣，會促進住民對機構的認同和一種歸屬感，然後他會開始

期待下一次要參加，然後會說我這次表現比較緊張啊，表現有點差，

所以下次我要表現得更好。比方說今年有一個阿嬤93歲，問他要不要

參加，他會說：「你幫我報名我就去啊！」然後隔幾天就去問：「你

們到底有沒有幫我報名？」所以我們看到長輩對活動會很有期待。

（20180831譚_推訪）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兩件事，第一件就是第一屆比賽結束的時候，南部

有一個長輩，就是託社工帶他過來，因為其實他不太能講話，他中風

過不太方便，他就請社工推來找我，那社工就說：「那是她辦的，你

才能夠出來（臺語）。」他就是特別來找我，然後在我手上寫謝謝兩

個字。就是你會覺得很感動啦！然後在他跟我講完謝謝當年十二月他

就過世了，就是印象很深刻。因為就是會覺得說還好有這場運動會給

他的人生不一樣的一個人生的回憶。（20180827黃_主訪） 

在他們這一輩的長輩齁，可能是因為年代比較困苦，所以比較沒有什

麼機會，所以比較沒有出去比賽，有那個榮耀出現。所以這個運動會

的金牌為他贏回尊嚴和一生的榮耀。甚至有機構分享說阿公過世了要

家屬把金牌連同棺木火化，讓他一起帶去天堂。也有把金牌鎖在保險

箱裡，交代兒子以後要做為傳家寶的。（20180827黃_主訪） 

不僅在自我認同上能獲得滿足，有的長輩還能帶著感恩回饋的心，起來

主動帶領長輩們，成為運動會訓練的隊長，幫助其他長輩一起在運動練

習上成長，也找到自我肯定的價值。 

尤其是一些低收的男生長輩，就是因為沒有家庭才低收嘛，所以那個

長輩有點像是自我放逐才來到松柏園，他來運動大賽因為身體狀況還

不錯，所以成為隊長，雖然他接受政府的補助才到這裡，但他可以用

他的方式來回饋，幫助其他的（人），我覺得這也非常重要。 

（20180603葉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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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理方面除了以上正向影響，失能高齡者競賽中亦會產生比賽的

焦慮感，以及得失心等問題，也需要大會特別敏銳處理及關注。研究指

出在青壯年的運動比賽中，選手具有堅韌的特質和賽前的焦慮並無相

關，由於偏向競技型，心理技能的操控和鍛鍊，減少焦慮和壓力反而也

是鍛鍊的重點，如何目標設定、拿捏興奮度、控制焦慮也成為訓練重點

之一（易芳如、蔡崇濱、楊榮俊，2015；林瑞瑜、林清和、高志強、劉

振華，2010）。這說明了焦慮和得失的心理議題，需要透過陪伴者的關

懷鼓勵，以避免長輩選手產生心理負面問題。而賽制的公平性同樣也會

影響心理焦慮及得失，主辦單位亦需在賽制上調整因應，使競賽更具公

平性。 

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會擬訂在賽事規則上，長輩會遇到甚麼樣的狀

況，我們要怎麼樣去做排除。舉例來說，在桌上保齡球部分，長輩會

不由自主手跨在這邊（桌面上），那有些長輩，我不能說是投機吧，

當他把手跨在桌上，身體往前傾在投擲出去，那變成說中間有30cm的

距離是偷吃步（臺語），那老師就會建議說要長輩身體微微靠著，但

手不能放在桌上，那就是避免這個對其他長輩不公平。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在吹箭，那我們定的規則就是，長輩要自己裝箭去吹。第一屆我

們比較常遇到的是工作人員啊比長輩還要緊張吧，就是會幫長輩安裝

好，然後再拿給長輩，然後催促快吹（臺語），在過程之中對長輩而

言是一種無形的壓力，那既然訓練長輩，在運動上也要有一個禮儀，

做一個賽事的禮儀，也要尊重這樣一個比賽，就讓他完整做完這個動

作。這過程當中也發生過像失智症的長輩，這時工作人員也只能夠在

旁邊提醒，動作要讓長輩自己完成。（20180827黃_主訪） 

但有些長輩失能程度比較重，雖然我還是鼓勵參與……但建議未來運

動會的項目能夠朝更精緻化來處理，比如說有些項目，長輩使用助行

器來行走的，或者是用輪椅來行動的，就會有些差異，而這些差異可

能會影響到他們的表現，未來有沒有可能以後在運動項目上還是有失

能程度的組別，比方說有的坐輪椅的長輩，看到拿助行器的長輩，就

會感到害怕，因為覺得自己的能力可能比較差，雖然這不一定絕對，

因為要看運動項目是什麼，這個（姜）老師可以再做評估，倒也不需

要每個項目都分組。比方像門球，坐在輪椅上的長輩，就會受兩邊把

手的限制，但坐在椅子上的長輩，可以移動的範圍就會比較大，或許

可以考慮，都規定坐輪椅，以增加比賽的公平性。那未來如果繼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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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在比賽項目如果做更公平性的處理，長輩的部分也會更樂於來

參加。雖然我們都會鼓勵長輩說有來參加就很棒啊，但是長輩還是會

在意那個比賽的公平性，所以建議未來可以做更細緻的考量。 

（20180831譚_推訪） 

但更寶貴的是，運動會中比賽難免有輸贏，長輩縱使被對手得分，也能

從嘆氣失分到為對方的表現拍手鼓掌的轉變（如圖十三），看到運動會

也訓練高齡者面對挫敗自我修復的能力！ 

 

              

 

 

 

 

圖十三、長輩從失分失意到為對方拍手鼓掌（研究者攝自2017年運動會） 

 

四、對內交誼更團結，對外英雄惜英雄— 

對失能高齡者社交健康的成效 

    運動會帶來的社交效益，能促進選手在內部之間，及與其他機構選

手方面更多人際互動。透過參與運動會，長輩在機構中必須在平日和其

他長輩頻繁互動的練習，甚至培養團隊的默契和深厚的運動員情誼，也

會更加彼此扶持。一網球的團隊合作趣味競賽研究指出團體網球體育教

學的內容需要引起學子興趣，才能因有動機而達學習效果，學生最喜歡

的方式是比賽，從中導入團隊合作學習的方式更能增進人際關係的良好

建立（陳東韋、邱奕銓，2009）。長輩在活動中與對手有運動技藝的較

勁，在結束賽事後，深摯握手的神情（如圖十四），相約明年要再來的

互相打氣，令人動容。而在團體賽中，大會也設計賽前賽後握手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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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十五），肢體的互動帶來更多情感性的交流，相約明年再一起來

比賽，打排球！ 

 

 

 

 

 

 

圖十四、結束賽事，彼此真摯握手的神情（研究者攝自2017年運動會） 

 

 

 

 

 

 

圖十五、結束賽事，彼此握手互勉（研究者攝自2017年運動會） 

 

這個活動其實對長輩是很大的鼓勵，因為他不只是運動成績。像對90

歲以上參加的長輩，他們還會頒給他那個特別的獎狀，我覺得對長輩

來說他能夠參與且獲得鼓勵。並且在過程中能夠和很多其他機構的長

輩互動，所以你看有的機構甚至遠從花蓮來。所以我覺得這個運動會

的辦理，是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因為對任何一個機構來講，他可能可

以去辦自己內部的活動，但是他很難……特別是長輩失能，他很難跨

出機構，去和其他的長輩做交流。那因為要參加運動會，他必須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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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有機會去和其他的長輩做互動。因為制度上的設計，引導他們

走出機構，參與社區，和其他的長輩做互動，這應該是運動會很重要

的一部分。（20180831譚_推訪） 

 

五、促進機構文化交流，跨領域共襄盛舉 

    而機構和機構之間也因設計有啦啦隊的最佳環保造型競賽（如圖十

六），各機構透過隊呼的設計和表演彰顯機構特色，促進更多彼此認識

和交流學習的機會。這如同在高雄市世大運期間各隊伍國家舉辦藝文、

國際文化交流、學術研討等活動，是拓展彼此視野的重要社會參與（林

正常，2016）。 

  

 

 

 

 

 

 

 

圖十六、啦啦隊的最佳環保造型競賽（研究者攝自2017年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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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在主持的時候，還會注意機構長輩的特色，在環保秀機構介紹

的時候我會習慣跟下去，環保秀的時候就希望讓機構看到他們不一樣

的東西，讓所有人看到他們用心的部分。那是需要做功課的，比方說

機構有特色的部分，我們會逐隊介紹，像在大會手冊裡面，他們會有

自己的自我介紹詞，他們會有配合什麼東西或搭配什麼東西，再下來

大多數在都是臨場反應了，比方說他們有什麼樣的裝扮，和他們所熟

悉的名人，能夠怎樣去match到……，用這些來吸引他們，或讓大家

更認識他們。（20180405志_推訪） 

    在活動的結尾，永信精心設計了懷舊辦桌的午餐（如圖十七），除

了使長輩有機會更多在彼此之間或與照護人員開心分享外，更看到運動

會結合餐飲業的投入，提升其舉辦所帶動的經濟價值。如2017年世界大

學運動會期間，就有多間餐廳及餐飲供應商、餐飲顧問公司投入，提供

選手豐富健康及安全的飲食，連帶增加周邊經濟效益（高雅群、邵蘊萍、

璩大成、黃勝堅，2018）。 

 

 

 

 

 

 

 

圖十七、懷舊辦桌的午餐（研究者攝自2017年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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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的運動會比較重在社會參與，我記得好像在第一屆的時候，

就阿嬤問我說：「那明年還有嗎？」他就會很期待說，明年是不是還

有得參加？像永信後來辦的辦桌，……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想說中午要

吃飯嘛，那永信就說那我們能不能來結合懷舊創新，辦辦桌。還有永

信很有概念，他老人家都可以發到一面金牌，老人家會怨沒有，不會

怨少。然後當他把金牌帶回去的時候，就有人問他說，你怎麼有這一

塊金牌，然後他就會講啊，他去哪裡啊，還有吃辦桌啊，然後每次我

要包回去啊。（20180325陳_推訪） 

但是才藝比賽或運動會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從機構出來了，可以出

來透透氣。藉著來參加運動會，他們可能可以出去，就像是趙明明執

行長，在中午吃飯的時候，也特別辦那個辦桌，辦那個古早味，就是

一個很細心的設計，能夠有一些幫助。（20180402田_推訪） 

不只因為外出和其他機構長輩在活動交流，和自己機構的長輩及服務員

在辦桌上分享；而回到機構，更多的互動參與能夠往後延伸。特別有的

機構會為長輩舉辦慶功宴（如圖十八），讓長輩重溫運動會的美好，也

對來年的運動會更有期待。 

從這一篇文章，看到透過活動之後，他們變得更有信心了，也都會問

說：「什麼時候會舉辦？我要跟你們一起去喔！」……我也只是耳聞

在彰老（參加運動會回中心時），聽說啦，他們回到家（中心）的時

候，進到那個中心大廳門口，他們還列隊歡迎，替他獻花。（回想2012

表演賽）……回到中心之後，我說這次（才藝表演）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也拿到獎金，不是這樣就沒了，而是後續還有辦慶功，辦慶功會

的時候，我們就把葉主任拍的，我們有錄的影片播出來給大家看，然

後老人家就從那個影像當中看到：「啊！我在哪裡！唉唷，拍謝啦，

怎麼照得這麼難看（臺語）！」他都會有他們的反應，這就是刺

激……，而不是就沒了，放給他看……我們也不讓他們感覺這筆錢就

不見了，而是取之於他們，就用在他們身上，然後呢，我們把這些

錢……還要讓老人家多一點選擇，我們機構就想，買了好幾種花色的

圍巾，因為那時候10月嘛，已經慢慢變冷了，我們就想買圍巾送他們，

然後讓他們自己選喜歡什麼花色，所以等到那個活動結束的時候，我

們就頒獎，這照片（如圖十八）就是我們頒獎給他們的時候，大家都

圍著他們，他們就很開心！（20180402田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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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彰化老人養護中心2012年表演賽回中心後之慶功宴 

             （前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主任田基武先生提供） 

胸前掛著閃耀的金牌，總是長輩能夠更多分享話家常的戰績。對住民，

也對來訪的親屬，無形中增加了更多人際的互動。 

因為很多機構都有跟我分享說運動會對長輩人際是很有拓展的。就是

他比賽之後拿到金牌就去跟隔壁床的炫耀，那其他人看到他有吃又有

拿（臺語），也會很羨慕，也會想要出去。所以在運動會比賽之後不

是結束，而是繼續延伸到各機構的活動，這樣他們就會有各小區、各

小區的團體活動。（20180827黃_主訪） 

在家屬面，長輩拿到金牌，他會跟家屬關係也會比較好，因為他會和

家屬分享：「我有拿到金牌（臺語）！」（20180827黃_主訪） 

因為他那個獎牌獎金，然後他們也可以對他的家人炫耀說，我拿到金

牌了……，就是你聽他們說的時候，你可以猜想，這些長輩在機構應

該是話很少的人，我觀察他們應該是比較安靜的人，但他們在講到這

件事情的時候，話就變得很多，眼睛也變得亮亮的，雖然有時候他們

講的時候會接不到，或是詞不達意，或接不上來，但他們片段式的描

述他們喜歡和他們的高興，至少他的眼神是亮的，我就會覺得……，

喔，因為我以前在機構當過副主任嘛，我知道這個裡面的長輩的生活

是長怎樣的，但是我看他們，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 

（20180405根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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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照護人員從原本單純的生理照護關係，因著運動會，產生更緊密的

革命情感，好好照顧這些運動選手，也更新了他們的照護熱情；在運動

會中即便長輩只得一分，工作人員手舞足蹈的快樂就如同，那是我的家

人，我以他為榮的感情交融，而成為緊密的戰友關係（如圖十九）！這

和一般運動會，在競賽時如一跆拳道教練的領導行為和選手的關係互動

影響個人表現滿意度、團隊整合和互動研究，發現皆會產生部分影響……

等，都因有共同目標而導致更緊密的互動關係（王元聖、邱炳坤、王俊

傑，2014）。 

 

 

 

 

 

 

 

圖十九、工作人員手舞足蹈的快樂就如同：那是我的家人，我以他為榮！ 

       （研究者攝自2017年運動會） 

 

對，我覺得這幾年，長輩跟照服員的關係有很大的改變，不管你說照

護關係也好、依附關係也好，你出來就是要依靠他啊，然後從遊戲的

那個樂趣當中，我其實覺得這就是比較自然的連結。 

（20180405根_推訪） 

有時候你會發現機構的照顧人員，其實有時候他們到最後，自己也會

很失望，其實有一個最大問題點，當我在照顧這個長輩，是從看到他

很有精神，一直退化慢慢到衰弱的時候，對一個工作人員來講，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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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不捨。可是透過這樣的運動會之後，你會發現這些工作人員積

極照顧的態度會提升之外，長輩退化的速度也會延緩非常的多，所以

透過這樣的活動，就不是只有雙贏而已，而是三贏。這個活動得到很

多的參與和支持，而工作人員也看到長輩在這一整年當中的積極，照

顧者會覺得很有成就感；而在長輩部分，他也會變得很有意義和目標

點，這都能看得到。（20180405志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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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策略分析武林盛會發展— 

以SWOT分析運動會推展歷程，研發問題解決策略 

 

    從這幾年來所辦理的運動會，透過訪談過程確知有其成效，但也發

現其發展之內部環境有優勢，亦有劣勢；由外部大環境的趨勢觀察也看

見未來的機會和威脅；為瞭解如何解決當前資源集中於評鑑優、甲等之

機構，未能普及供應更大的需求之困境；及深感優勢並非穩定，劣勢尚

且存在，可能造成運動會絕後之遺憾，積極思考因應之道。本研究欲透

過SWOT分析其發展經驗，更進一步初擬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解決

策略。而SWOT為一分析企業環境中之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y)、威脅(threat)以評估其競爭力的策略分析。本研究藉此

策略分析架構作為未來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分析方法，定義以下所

稱之「內部」為全國養護機構，「外部」為全球及臺灣大環境整體之影

響，分別將訪談稿之內容進行開放性編碼，歸類為人力資源、信息資源

及財務資源、需求面、政策面、資訊面、資金面、交通面的主軸性編碼，

繼之分類於內部優勢、內部劣勢、外部機會及外部威脅為選擇性之編碼，

最後透過利用SO（優勢和機會）、改進WO（劣勢和機會）、監視ST（優

勢和威脅）、消除WT（劣勢和威脅）來思考因應推廣策略（伍忠賢，2002；

陳國明，2006）。 

    而我國的養護機構中，目前分布狀況有一百多家的大型公立機構、

公設民營機構和私立財團法人機構隸屬於中央管理，在辦理運動會期間

最多有30家為參與運動會之優、甲等機構，另外還有九百多家小型私人

機構隸屬於縣市政府管理。評鑑優、甲等機構在各方面的資源自是較為

充足，而在參與運動會上較佔有優勢，而其他大型機構及小型機構因資

源的缺乏，在參與運動會的條件上相對為弱勢，但也表示有十分之九以

上的機構失能長者在運動休閒方面的生活品質有待我們一起努力。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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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之關鍵項目資源充足便屬於優勢，缺乏即較處弱勢，因此分別討論

如下（可參照「表七、SWOT策略分析武林盛會發展目次表」於第121頁），

僅以十年運動會發展經驗為參考依據，進行優劣勢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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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SWOT策略分析武林盛會發展」—目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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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十年推展運動會的發展歷程經驗，來看養護機構內部參

與失能高齡者運動會在信息、財力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 

（一）信息資源方面 

    1.新知的學習 

    長期照護是一個跨學科的專業，從醫療護理、照顧服務、高齡營養、

物理治療、活動方案和運動休閒必須整合不能偏廢。臺灣從1997年養護

機構發展早期必是從醫療護理和照顧服務開始，而負責單位及相關照護

人員必須更廣泛地去學習新知，才能夠將更多專業引入，提升其生活照

護品質。而在發展的初期，協會陳貴芝財務長便扮演了這樣的角色，進

修學習，為了將更好的服務方式提供給經營長照的夥伴。因此在新知上

不斷地學習進修，也是後續能不斷推展運動及更新發展運動會的優勢。 

那時候在臺北體院有一個進修推廣部的課，那進修推廣部其實是對外

招收所有的人來上課，所以並沒有什麼入學門檻啊，那時我開了一門

課就是開休閒運動健身類似的休閒運動管理的課，……，裡面記得有

一個學生叫做陳鈺惠（現名陳貴芝），我記得她好像是擔任理監事、

監事還是之類的職位……也就是在中華民國老人福利協會裡面擔任

一個職位啦，……就是由她穿針引線，因她修了我的課之後，了解到

其實運動對機構的長者一定有幫助。因為那堂課中，上了很多的休閒

治療，包含在機構如果老人有很好的運動，對失能的惡化啦，或者是

甚至維持功能，都很大的幫忙。所以當時候來就透過她的穿針引線，

然後就介紹我到老人福利協會。（20180326姜_專訪） 

休閒運動對我來說很特別，我在想這到底是什麼課？那時候同學都會

在聊那「休閒運動」是什麼課程？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有這種課

程？我那時候在念宗教組織研究所，和同學聊天，然後就在聊說「休

閒運動」到底是什麼課程？那為什麼會聊到這個？因為我之前在長照

機構十幾年，大概和他們有一些互動關係，而且我之前常常會到機

構，只要有相關資訊或課程我都會提供給他們，因為我對長照這塊機

構有一些的瞭解，我有一些朋友也都在開長照機構，我就會把一些新

的觀念帶進來長照機構。（20180408芝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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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長期專業的介入 

    從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歷程的經驗看來，由於運動休閒是

一門專業，若能請益專業師資的協助和指導俾能在理論基礎之下而使執

行更為紮實。且專業的協助需要長時間的陪跑，和不斷地將新知導入，

以致在運動休閒發展不斷日新月異之時，使運動會的推展也能跟上時代

的脈動。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姜義村教授十年來在推動我國失能高齡者

運動及運動會上，成為寶貴的專業資源。姜教授曾在廣播節目「幸福理

想國」中提到，曾有一芬蘭學者與其分享一個研究計畫，其所負責學者

已經是第四代，第三十年的研究者，讓他深感震撼，而如今自己也願意

如此回饋在國家社會。長時間、延續性、甚至傳承的概念必須是政府主

事者及相關單位的配合才能夠落實（姜義村，2016年11月24日）。而未

來發展，若專家持續地提供專業的協助，使運動專業的更新不斷能夠應

用到照護產業中，便能夠在專業知識上成為發展運動會的優勢。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要推的活動，姜老師是運動的相關專業，是體育

系的部分，他在運動休閒這塊帶的活動，又比較有活力，還有（一起

配搭的）晞瑗（老師），她在帶活動的時候，是比較另類活潑的部分，

理事長可能覺得，這部分跟以前不太一樣。你會發現若帶一些長

者……可能很簡單的活動，健康操對他來講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為

對他們來說看電視就有了……，所以那時候我們推薦給理事長，還有

全國……那時候老師好像都很多地方去演講，他的演講都很有深度，

加上他們內容比較吸引那些長照的業者，會讓人蠻想去了解的，跟一

般的題目不太一樣。（20180408芝_推訪） 

我們想要引進「運動休閒」的課程。然後從協會的師資庫中，我們看

到了姜義村老師的名字和他的個人資歷，有很多運動休閒的部分。姜

義村教授原本就是機構協會的講師，也是協會師資庫內講師人選，陳

理事長上任後特別聘任姜教授為協會顧問，協會為推廣老人休閒運

動，邀請姜教授開授休閒運動課程。在80幾場次課堂中，老師大概參

與了10場教學，教課的地點也分布北、中、南，在養護機構中推廣失

能老人的休閒運動。（20180830林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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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要是遊憩治療，遊憩治療就可以講很多，音樂啊、運動啊，園

藝啊、藝術啊、……，音樂通常會和運動會配在一起，有時候會加上

和家屬溝通啊、人際互動啊，因為那是他（姜老師）的專長。 

（20180827葉_主訪） 

    3.中央政府單位主事者的認同 

    要有一個成功的運動會，首要為中央政府單位的主事者對於失能高

齡者的需要有清楚的認知，必且了解運動休閒對失能高齡者健康的助

益，而將其放在政策推動的執行面上，並且提供政府的補助，是很重要

的關鍵因素。過去十年來承蒙陳美蕙副組長自2006年任老人福利機構輔

導科科長，直至2012年任老人福利組副組長任內，從2006聯繫會報的倡

議，到2012、2014分別看到失能長輩的需要而提出辦理表演賽及運動會

的想法，成為運動會推動極大的助力。 

聯繫會報是這樣子，我們會先找到可以負責的機構決定要的主題，然

後他們就會先提企劃案，然後我們再慢慢來定調。那可能當初海青，

想做這個，我們才找到姜老師。（20180325陳_推訪） 

那時候我們辦休閒運動的培訓嘛，社家署看到我們在做運動的培訓，

覺得說……那時候弘道好像有在辦阿公阿嬤的健康活力秀(2012)，那

時候社家署覺得說，健康長輩可以，那失能長輩應該也可以，那他們

覺得我們應該有能力辦一場機構老人的表演秀。（20180827葉_主訪） 

會做運動會，是因為每年的重陽節，我們不管是在內政部，或是衛生

福利部，主軸都放在健康老人，但在機構老人好像大家也沒有什麼娛

樂，到機構裡面就好像是……畫畫圖啦、剪剪貼貼啦……做什麼而

已，沒有一個 真正的休閒活動。就是說，每年的重陽節都很少會為

這些人辦什麼活動 ，所以那時候才和永信談談看，是不是能夠為這

些機構的老人，辦些什麼樣的活動，能夠讓他們出來外面跟大家一

樣。（20180325陳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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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演講課程的倡議推廣 

    透過臺閩地區的聯繫會報有機會使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的重要性注

入機構負責人的經營理念之中，更需要往外推廣開來；透過演講、課程

的分享，將運動休閒的重要性傳遞給各機構的工作同仁，使大家一同重

視失能高齡者運動的重要。而姜老師開課及演講的足跡便因著機構的需

要遍及臺灣北、中、南各地。因此新知的分享及倡議也是發展運動及運

動會的優勢之一。 

在95年之後，在聯繫會報之後很多人請老師去演講。我記得北、中、

南都有喔，那時候老師是蠻紅的啊，有很多機構請老師去上課。

（20180408芝_推訪） 

我那時負責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所有的行政業務，職稱好像是秘書吧！

96、97、98、99，是賴添福和陳敏雄理事長。然後我們辦的，都比較

是一些教育訓練的課程，以老人福利機構的需求為主，有很多護理或

是照護的課程，也有運動休閒方面的，只是運動休閒在當時是較新的

議題……，應該至少有20場以上，以教課為主。（20180603葉_主訪） 

課程主要是遊憩治療，遊憩治療就可以講很多，音樂啊、運動啊，園

藝啊、藝術啊、……，音樂通常會和運動會配在一起，有時候會加上

和家屬溝通啊、人際互動啊，因為那是他（姜老師）的專長。 

（20180827葉_主訪） 

2009到2011年間是陳敏雄院長任理事長，那時我是協會的秘書長。當

時推廣活動要「多元化」，所以我們想要引進「運動休閒」的課程。

然後從協會的師資庫中，我們看到了姜義村老師的名字和他的個人資

歷，有很多運動休閒的部分。姜義村教授原本就是機構協會的講師，

也是協會師資庫內講師人選，陳理事長上任後特別聘任姜教授為協會

顧問，協會為推廣老人休閒運動，邀請姜教授開授休閒運動課程。在

80幾場次課堂中，老師大概參與了10場教學，教課的地點也分布北、

中、南，在養護機構中推廣失能老人的休閒運動。 

（20180830林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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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術研究對運動成效的確立 

    由於姜老師除了在專業外，亦有學術的背景，在推行失能高齡者運

動上雖遇運動師資培育困難之阻力，仍繼續將心力同步投注在學校大專

生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計畫，如「多元化身體活動方案對於

養護機構高齡者手眼協調與反應力之成效」研究及「不同種類體感遊戲

對於養護機構高齡者參與動機之研究」；或與機構進行產學的合作如「導

入運動方案和桌上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康行動研究」及「導

入休閒運動方案與感覺統合遊戲促進養護機構高齡者全人健康行動研

究」，以及與中華民國科技部執行「Yes！I move！APP研發」產學的合

作，期待透過科學驗證運動對失能高齡者的健康成效，也從研究發現中

尋找啟發。 

所以後來才想說，培養師資人力，這個方法也不行，那要用什麼方法

好呢？後來我就想說，作一些實驗，因為後來我到彰師大嘛，那時候

我們就拿了一些產學案……，去比較那些運動，與不運動的差別在

哪，後面有一度也做了APP，叫做「Yes！I move！」的APP，不曉得

現在還下載不下載的到，我覺得蠻酷的，就是你下載，他的螢幕會動，

你就跟著他做運動。那是因為我做的那個（APP研發)計畫之後，ㄟˊ，

我發現，我們為什麼不用影片教學？（20180326姜_專訪） 

2014年因為要準備衛福部評鑑，我們的社工人力都很資淺，那時候姜

老師剛好在彰師大，讓學生來帶長輩活動，在學期當中，每個禮拜會

來幾次，感覺就好像是，松柏園把活動外包給這些學生來帶……是產

學合作（研究案），而且這些學生也很開心，學生可以離開學校，反

而學的東西比較多，長輩看到這些年輕的學生，也會更認真地做。

（20180430趙_主訪） 

對，就是體感遊戲，X-BOX，微軟的，他的遊戲有很多種，比方說水

果忍者啦，可以線上PK，最後不知有否執行，反而是姜老師帶學生劉

懋他們執行。……還有你提的那些研究，都是姜老師在松柏園當中進

行的。（20180827葉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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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力資源方面 

    在辦理運動會上資金的充足相當重要，活動本身、交通的往返、場

地的租借、獎牌獎金……等都需要大量資金方可運籌帷幄。政府的補助

（如公益彩券回饋金、長照基金補助……等）、民間基金會獎項的申請、

贊助商的支持都是能夠順利舉辦的關鍵優勢。 

1.政府的補助 

    政府財政部規劃了分配和運用公益彩券發行機構繳回之回饋金的辦

法，為要施行在弱勢的服務及社會福利相關事項，有志回饋社會的民間

單位可提案申請補助，使用在辦法所規範之服務的對象範圍中；其中之

一便是推展老人之社會福利事項，提供支持於欲創新、實驗及整合之中

長程之服務計畫（財政部，2015）。而在長照政策推動之下，衛福部長

照服務提供獎助，項目包含因應老化所服務之對象的活動訓練或休閒設

施，能夠達到延緩失能和因應老化需求之服務項目，則可提供機構提出

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8）。例如衛福部彰化老人養護中

心即藉著長照基金的申請與獎助，於2018及2019年各購進三臺，共六部，

由日本引進之「能力回復復健」系統，適合高齡失能者使用（洪家愉，

2014）。而院內參加自立生活支援訓練，使用「能力回復復健系統」的

長者亦有半數參與院內對外運動會前遴選的訓練活動。 

嗯，應該說就是陳美蕙副組長會拋出來，說嗯，可能永信來做個長輩

的表演秀吧，我們給你多少錢（公益彩券回饋金），你提計畫上來。

就是他會提到一個想法，那下面什麼的流程、要做什麼，他不管你，

所以我們要提案，那機構運動大賽也是一樣，他就跟我們說：「你們

來辦運動會吧！」啊我給你多少錢，你們想辦法辦出來這樣。

（20180603葉_主訪） 

像公益彩券回饋金，那是民眾買彩券後收益的其中一個用途，鼓勵民

間單位提出特別的創新方案，就會用公益彩券中作補助，而這部分財

團法人、公立機構、公設民營都能申請補助。……那加上也是有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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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公益彩券回饋金的補助、長照基金的補助，那在基礎的能力訓練

上，我們有更專業的設備可以來提供訓練，而不會像以往一樣要土法

煉鋼，用扶手來當作一個操作工具，這是我們優勢的部分。 

（20180831譚_推訪） 

2.民間公益基金獎項的申請 

    民間的企業為回饋社會，有成立公益信託的機制，如震旦集團的創

辦人陳永泰先生即捐出持股，以其公益信託創立了「傳善獎」，為扶持

中型社福機構，一同幫助弱勢族群。透過具公信力機構專業的審查，遴

選出獲獎者，提供長期而穩定的經費，助其所提出之方案能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族群（震旦集團，2018）。 

有有有，但我們的錢比較不能用在獎金啦，我們的補助用在活動，比

方交通啊、住宿費……等等，永信從傳善獎來的經費，就可以用在獎

金上面，也就是由誰辦，就由誰負責找錢。（20180325陳_推訪） 

每年衛福部都會補助我們，之前也有傳善獎的經費在支持運動會的舉

辦。（20180430趙_主訪） 

然後衛福部補助主要是做運動會的部分，那傳善獎的獎金就是用在紀

錄片或獎金的部分。（20180827葉_主訪） 

    3.贊助商的部分支持 

    一個負責任的主辦機構，當政府的補助之後，在運用資金上仍有缺

口時，便會努力尋找和運動會議題有相關性並且形象正面的合作夥伴提

供贊助支援，期待使整個方案能夠辦得更加圓滿。而永信基金會松柏園

長期與嬌聯股份有限公司及優能福祉股份有限公司有合作夥伴關係，因

緣際會與他們提及這個運動會方案時，其十分認同這個理念，而在運動

會獎勵和獎金上給予大力的支持。 

在這個方案上的贊助商，我特別會去找嬌聯和優能福祉，找這兩家企

業，主因他們與松柏園有專案合作，因緣際會跟他們提到這個案子，

他們也蠻支持這樣子的理念。每年這兩個贊助商都會贊助運動會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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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要在對長輩的照護上，有一定品質的要求與堅持。像嬌聯，是

強調讓長者能有尊嚴去如廁的，實現微笑以對的照護。然後優能福祉

強調輔具的設計及開發，讓在長者生活自立，例如座椅、輪椅、步行

器等移動輔具，在照護知能上便強調照護意識改革，每年會連結日本

各領域講師來臺舉辦研討會，做生活自立支援最佳推手。讓長者在生

活自立支援訓練下，能有動力走出機構來參加這個運動會，所以運動

會就是生活自立支援的一個延伸。（20180827黃_主訪） 

（三）人力資源方面 

    1.主辦單位的團隊合作 

    當政府長官思考失能高齡者的需要，欲發展老人福利機構的運動會

時，也會邀請在財務、專業人力運作上較健全的大型財團法人機構來舉

辦全國性大規模的運動賽會。而永信基金會在趙明明執行長的帶領下，

和發展部的葉建鑫主任及黃惠雯專員，以高規格的專業態度規劃賽事，

並邀請臺師大復健諮商研究所姜義村老師給予專業的指導與創新發想，

是促成「『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成功的重要因

素。 

我大部分的角色，一定是先參與，然後推動，重點就是要尊重專業嘛，

那就像是跟姜老師的合作，你一定要尊重他。而溝通的過程當中就是

要尊重專業。（20180430趙_主訪） 

分工喔，執行長通常就是點頭同意。我都會和惠雯、姜老師先討論，

然後惠雯會寫計畫書，他寫出來的東西我會審嘛，會做一些修改。但

去社家署報告，就是我報告，然後惠雯在旁邊，執行長旁聽這樣。主

要在運動大會前的所有業務都是惠雯主責，其實已經做第四年了，都

有一些常規的東西了，我們不用介入太多。執行長比較會介入的是主

視覺。（20180603葉_主訪） 

我覺得最重要是整個團隊耶！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可以讓老人家好

的。就是我覺得整個團隊有很清楚的目標和宗旨，我們也認為他們應

該要好好的練習，然後再來參加比賽。團隊的目標很清楚，然後互相

信任，嗯，……尤其我覺得，永信，這個態度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們

很需要運動的專業，但他們在運動專業上，一定沒有我們這邊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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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以我覺得每次他們來找我談，都非常的……應該是……非常

的……謙虛地……跟我請教，然後我們在合作過程當中，我也會將我

所知道的，不藏私的跟他們說……例如說今年，我們有新的項目出

來，這些新項目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那他們也都很認真的去投入，

我覺得這很重要。（20180326姜_專訪） 

    2.機構負責人的認知和支持 

    有了陣容堅強的主辦單位，接下來就需要各機構的踴躍參與，而機

構長輩要能夠走出來，關鍵在於機構負責人有清楚的認知，看重失能高

齡者休閒運動的面向，才能夠主導整個機構發展的方向而切實執行。 

我們自己參與運動會也好，對長輩的健康促進也好，已經納為我們工

作計畫的一個目標，我們真的很想做健康促進，那可能自立支援是其

中一個項目，自己帶運動會是一個項目，參加對外的運動會也是一個

項目，我們把它列為工作目標，是工作目標就會列管，它就會被推動。

（20180831譚_推訪） 

3.機構專業照護人員的積極配合 

    當一個機構開始推動長輩參加運動會，最需要支持配合的是機構的

專業服務人員，不管是護士、社工、照服員或物理治療師在機構日常活

動中就需要帶領長輩進行練習；運動會當天也需要陪同參與，除了照護，

更是高齡選手們的啦啦隊。 

就參與來講我們的機構有專業的人力比較充分，比方說我們有護理

師、物理治療師、有營養師，有藥師……，尤其是物理治療師我們就

有五位，所以在推動上我們有這樣專業的人員，我們可以組成這樣的

單位，不管是生活自立支援也好，或這個運動會也好，專業的人力是

我們的優勢。（20180831譚_推訪） 

這幾年我觀察起來，我看到這些工作人員，都是開心來參加，這是很大的

改變，從那個第一屆到現在， 那個投入度的轉變，開心！至少我自己覺

得，我們兩個這幾年看下來，很明顯的成長很多，那些工作人員的態度真

的要改變很多，是照顧人員跟長輩一起成長，老人很期待來，工作人員也

很願意來。（20180405根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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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深知長輩需求帶動氣氛的主持人 

    運動大會當天還有兩位重要的靈魂人物，就是長期與永信基金會合

作的賽夏公主根秀欽小姐,，及客家一哥黃志農先生，由他們身上的特質

也看到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主持人不只是在口語的表達、臨場的

串場及表演和反應要極佳，更重要的是用心了解長輩需求，而能和長輩

有更熱絡的互動以及細心的關照安全細節。特別的不僅是當天所花的心

力，而是事前他們就會詳閱計畫書，了解各機構的特色，為當天的主持

增添深刻人心的火花。 

我們會去彩排，所以我們會給建議，彩排時我們就會跟他們說，這邊

要貼起來，那邊要小心，因為我們提醒哪些東西，可能會讓長輩跌倒

的，有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的，比方說輪椅要怎麼上去怎麼下來，兩旁

要有人圍著，長輩就算是會走路，有時候可能就突然會軟腳了，兩旁

都要有志工站著，像這種就會比較細，會比一般主持人更細。像是如

果有長輩的東西掉了，我們也會馬上跑去撿起來。 

（20180405根_推訪） 

一般我們比較認真的部分是，不管什麼活動都會請他們把計畫書，中

心的特色都給我們看一遍，然後我們自己會做這些功課，也會請機構

提供一些特色，比方說哪個爺爺最年長？或者是他做了什麼，從這樣

變成這樣？來參加這個活動，從怎樣變成怎樣？或特別的故事，我們

會請他們提供給我們，那我們就會在介紹那一隊的時候，特別提出

來，或是他們工作人員特別投入的部分。（20180405根_推訪） 

    5.具有運動相關知識背景之志工裁判投入 

    借鏡2013年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辦理經驗，主辦單位深知運

動會中裁判須具備某種程度專業基礎，方可達到競賽公平的原則。自2014

年因姜老師任教於彰化師範大學，而牽線連結了體育系的同學加入志工

裁判的行列，使競賽中的裁決及分數的計算能夠有專業的執行而展現其

公平性，使比賽活動能夠順利進行；爾後2015年雖然姜老師離開彰化師

範大學，但主辦單位已學習其精髓，主動聯繫臺中體育大學投入志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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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服務、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照顧系學生投入引導、招待服務，使

整個活動在發展上也漸上軌道。 並且大學生有學長姊、學弟妹的倫理制

度，在學長姊的號召及傳承下，也會使志工團的成軍更為順暢。 

真正的第一屆我在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在協會的時候辦過一屆，有一

年在臺北，但那時候名字還不叫創齡……在表演賽之後，和真正的創

齡之前，好像在哪個運動中心，……但那一次，其實是真正的第一次，

那一次辦得有點亂……，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來服務的，都是

臨時湊出來的……可能是比較不懂規則的志工，好像是的內丹功還是

外丹功的什麼會的，但他們就是對這運動比較不熟嘛，我個人覺得有

很多地方可以改進，因為秩序也好，計算分數也好，所以那一次，應

該是創齡運動會的前身。（20180326姜_專訪） 

臺北那次和我們想的運動會上還是有落差，畢竟在裁判的遴選，賽制

規則上的規範可能比較沒有經驗吧，比較沒有那麼紮實，因為他們的

裁判是找當地的志工媽媽，那志工媽媽在賽程上的執行可能就沒有那

麼嚴謹啦，那在整個制度上也沒有那麼完善。」（20180827黃_主訪） 

那裁判方面，姜老師就拿捏的很精準，那我覺得請體育系的學生來是

有用處的，像2013年的闖關大賽，他們請的裁判就是社區的長輩，就

會比較亂。那我們運動會的時候，老師在彰師大，就是請他的學生，

該怎樣就是怎樣，所以我覺得找體育系的學生有好處。後來就是老師

離開彰師大了，我們後來就找臺體。找體育系學生也是一個成功的重

要關鍵點。而且體育系的學生比較有學長學弟的概念，他們會做傳

承，會揪（臺語），有的學長已經來過一屆了，他去年已經來過了，

今年我只要直接找他做互動，那他就會交代說你們（學弟妹）要怎麼

做，跟學弟妹說要怎麼做，溝通比較快，不用重新磨合，只要找到對

的人，誰是學長，不用整批重換。（20180827葉_主訪） 

    6.風險的管理—運動會的醫護預備 

    失能高齡者參加運動會，相對風險上是較高的，但不能成為阻礙運

動會舉辦的理由，反倒需要透過適當的準備和合宜的管理，降低風險發

生率。當主辦單位謹慎周延地規劃，相對機構負責人也會更加安心，而

支持失能長輩參與較動態的活動。相對的，若機構無法跨出這一步，即

會成為參與運動會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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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這些活動，其實都是有風險的。像上次有一個老人家，因為太興奮

了，又加上舟車勞頓，那天突然之間就昏倒了。（20180402田_推訪） 

每年我們也都是要準備一個救護站在旁邊備著，用不用是另外一件事

情，可是也曾有發生過長輩因為太過興奮、血壓飆高或換氣過度，然

後也會把他們送到醫院，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才回來。 

（20180430趙_主訪） 

那對某些機構來講較著重醫護的部分，對待長輩出去參加運動會必須

承擔風險，它可能不願意承擔這樣的風險，那如果不能跨出這一步，

住進機構的長輩的社會參與自然就會很少。（20180831譚_推訪） 

 

二、從十年推展運動及運動會的發展歷程經驗，來看養護機構

內部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在信息、財力和人力資源方面

的劣勢： 

（一）信息資源 

    1.地方政府主事者的認知及施政排序 

    公立養護機構、公設民營機構、財團法人機構……等大型機構有機

會從聯繫會報接觸到休閒運動及運動會的訊息；但目前各縣市的參與機

構並無邀請縣市政府相關人員一同參與關心了解運動會現場實況，或將

運動會的益處廣為宣傳的機制。 

目前的老人運動會，有沒有可能邀縣市政府的同仁參加？辦這樣業務

的人，他們是不是知道這個東西？……知道這個好玩到什麼程度？有

沒有什麼機會讓他們知道這個運動會是怎麼執行的，他有哪些項目？

（20180402田_推訪） 

    但即便地方主事者有失能高齡者能運動和參與運動會的認知，地方

政府在財力上較為緊縮，相對於其他政策，運動的參與在施政上排序在

後，自然難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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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型機構的資訊缺乏 

    而相對於其上，若在在信息資源方面，機構負責人無法接受到新的

照護觀念及知識，便難以有機會邀請專業介入；因為機構本身照護人力

並不充裕，絕大多數時間都需花在「生活照顧」上，而無法更多關注長

輩其他活動的需求，照護人力本身也無法兼顧學習其他，則自然缺少了

學習新知的動能、對運動休閒相關缺乏認知，在機構對內要推展運動，

對外要能參與運動會就會成為發展的弱勢。 

事實上會來參加的機構，都是優等、甲等，但是很多機構是等第不到

的，很多小型機構，知不知道有這種運動會東西，或者說這個運動會

已經蔚為老人機構的流行？很多時候這個就有負責人是不是能夠支

持的問題，機構負責人很重要，他也需要被灌輸新的觀念。另外是那

個將來帶領的人，要能夠有興趣去了解，才能夠繼續去推。 

（20180402田_推訪） 

    3.觀念影響是否納入政策目標 

    帶領失能高齡長輩外出活動，本身就會承擔一定的風險，但風險是

管理的問題，而非長輩參與運動會而產生。實際上參與運動會帶給長輩

在生理、心理和社會健康的益處遠勝於永遠待在機構中；除非機構負責

人及專業人員有此共同的認知觀念，才能將其列為機構政策而實行之。 

對某些機構來講較著重醫護的部分，對長輩出去參加運動會也好，必

須承擔風險，它可能不願意承擔這樣的風險，那如果不能跨出這一

步，住進機構的長輩的社會參與自然就會很少。那一個機構要不要把

這樣一個健康促進和社會參與納入政策目標來說，就會影響這些長輩

的生活型態。（20180831譚_推訪） 

4.運動會成果宣傳不夠蓬勃 

    雖然目前有三十家機構參加運動會，比例仍佔少數，但所辦理之成

效及圓滿，以及每一屆不斷的更新的活動內容，實缺乏大量的曝光度，

透過媒體的傳遞而達到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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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最難突破的喔，或是最困難的？應該是整個的媒體的露出吧！

因為我們不是在臺北，且為了搭配重陽節嘛，長官活動又很多，衛福

部的官員都到各地去了，媒體也就不太會來。所以媒體的露出部分一

直是我們的瓶頸。（20180603葉_主訪） 

目前的推動，是有意願，能夠來合作的，是因為你願意了，我就告訴

你遊戲規則。但是我在想這些項目是不是除了運動會，還有別的管

道，可以讓有些人知道這個東西？（20180402田_推訪） 

    5.文化本身造成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普遍臺灣機構從發展初期開始必是以「生命維持」的服務模式為主

要目標，除了參與運動會的評鑑優、甲等機構，大部分未參與的大、小

型機構可能還停留在過去重視生命維持的服務層面，而還未提升至生活

品質的追求上。而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的文化也還未普及全國的機構服

務之中，是我國亟需努力推展的部分。 

那可能是理想和現實生活還沒有辦法那麼貼近的問題，因為小型機構

很多都在社區裡面，即使在很遠的地方，也是比較remote，也就是比

較偏鄉，或比較鄉下一點，在那個地方的照顧文化來講，最主要是要

把老人家照顧好，那個裡面就是要維持老人家生命是重要的部分，譬

如說我幫他打糖尿病的藥，固定餵食……所以小型機構的環境，就是

很忙，每天要幫他打點滴、換尿布，要的就是讓老人家活著，人家家

屬把老人家放在這邊就是要讓他活著，這是在照顧文化的問題。

（20180823/0913姜_專訪） 

當然我們就大環境來講，對於失能者能參與運動這件事比較沒有概

念，我們不覺得失能者還要參與運動，失能者就好好休息或是在家

裡，不然你會受傷……，所以說臺灣很多地方無障礙設施也做得不

夠，不只老人失能，年輕人失能也幾乎沒什麼機會運動。可能復健會

有，但到運動參與的程度可能不高。我們國家在身心障礙者的運動文

化，還需要更多提升。如果有一天文化到位了，我們自然就可以辦比

賽。辦比賽時，當然規則、宣傳、機制都會不一樣，但運動會本身沒

有不一樣，因為運動會最大目的就是鼓勵運動，鼓勵運動而辦運動

會。」（20180323/0913姜_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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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力資源 

    財力資源是運動會辦理最關鍵的因素，也是最不定的因素，因其非

穩定預算編列，補助、獎金……等，一旦用罄，便會告無米之炊。財力

資源常是最大的鼓舞，也是運動會是否能持續推展最大的隱憂。在大型

機構是如此，更遑論小型機構。而財力資源的挹注常關係於資源提供者

是否也同樣存有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有益於健康的認知觀念。 

每年衛福部都會補助我們，之前也有傳善獎的經費，不過其實用了差

不多，那衛福部也是推長照2.0之後，也不會知道以後這筆補助會不會

還有。那另外傳善獎也是三年的經費，之後也是要繼續來想一下這個

活動的經費，是不是能夠確保這個活動，然後繼續辦下去。 

（20180430趙_主訪） 

（三）人力資源 

    機構的失能高齡者是否能夠在日常有運動的練習，在運動會當天有

機構人員陪伴出隊，從一大早的起床、飲食、如廁、交通，都要配合，

人力自是一不可或缺之因素。若機構中已缺乏帶領運動的相關人員，照

護者缺乏運動重要性的意識，在參與運動會上便是一大阻力。 

小型機構人力通常是很緊的，很緊的情況下平常照護就花很多時間，

那如果平常還要另外拉出去訓練啦，甚至帶隊去比賽，那幾個人帶出

去比賽，其他人怎麼辦？而且出去比賽人力就會比較重一點，畢竟還

要遷移。（20180913姜_專訪） 

小型機構如果人帶出去，誰來照顧長輩？而且他們不見得有人力每天

都會帶長輩活動。（20180827黃_主訪） 

那對其他九百家的小型機構，……他的人力比也比較低，只是剛剛好

通過。養護的話白天是1:8，夜間是1:25，那對小型機構來說他的缺員

數也很高，隨時要補人，標準可能正好是符合法定的標準，那工作人

員的照顧很吃重，能夠維持基本的照顧就很不錯了，那在推動健康促

進有沒有這麼好的人力，沒有這麼好的機會或者是經費，所以就現在

九百家機構要去推動會比較有難度。那你看雖然中央辦全國老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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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雖然是全國，也只有30家，很多財團法人機構也沒有參加，所以

就更不要說那些小型機構，所以就那些小型機構要推動運動會難度就

會比較高。小型機構沒有物理治療師，也沒有運動指導員，除非他自

己很積極去和外部做連結，否則他可能就維持基本的照護工作。 

（20180831譚_推訪） 

    小型機構不僅人力較為吃緊，工作人員本身的業務量便極其龐大，

因此即便有失能高齡者運動觀念，在實踐上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以上分析是以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的十年經驗出發，因此

主辦單位及參與單位限制在目前有參與之養護機構面的討論。但放眼未

來，我們仍看見許多未參與之機構的失能高齡者及社區失能高齡者在運

動休閒方面的需要。機構中長輩能夠外出和活動的機會相較社區失能高

齡者是更為減少的，因此仍是我們推展的首要及重點關心對象；但運動

重要性是不分機構式或社區居家失能高齡長輩都同樣需要的，期待有一

天因為運動會的蓬勃發展，在各地、各社區、各機構都能夠有運動會的

實施，帶起全國失能高齡者愛運動的風氣，當長輩生理、心理、社會各

方面都更健康，必能減少國家社會照護成本。因此以下就未來發展討論

發展運動會之機會及威脅，不限於養護機構為主辦單位或參與單位，以

目標為失能高齡者辦理運動會討論之。 

 

三、從全球及臺灣大環境的發展趨勢來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

展的機會： 

    全球高齡化的議題已蔚為國際趨勢，加上地球村的影響資訊流通加

速，要將訊息流通傳遞甚至不再需要藉著搭機前往該國，只要一個mail

就能直達，網路媒體的崛起更是加速資訊廣泛傳遞的速率及效率。身為

地球村的一員，在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上的耕耘，我國必然會受到影響，

亦可能影響他人；而臺灣大環境對於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議題的意識和

覺醒也必然影響運動會推展的順利與否，而這些趨勢脈動也會成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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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的機會或威脅，亦是一體兩面，分別就大環境的需求面、政策面、

資訊面、資金面所帶給運動會發展的機會分析如下： 

（一）需求面： 

   1.失能高齡人口增多，照顧人力缺乏 

   全球高齡化已成為國際趨勢，而臺灣比起國際間各先進國家如日本、

韓國、美國……等的高齡化速度更是增加許多，除此之外我國人口結構

還有少子化的問題（黃富順，2011），在未來「潛在支持比」（15-64歲

的活躍工作人口與需被支持之65歲以上高齡人口比）推估在2056年將降

至1.4，也就是1.4個工作人口必須支持一個高齡者，不論在經濟上、照護

人力上都將是一大挑戰（范光中、許永河，2010）。因此若能使失能高

齡長輩更健康，減少醫療照護的人力和支出，將成為運動會發展的契機。 

因為全球高齡化的情況之下，老人比例會多，老人比例一多，那失能

的比例，除非有一個大的環境的改變，按照這樣的比例發展，失能老

人的比例也一定會很多，人數量上會越來越多，需求就會越來越高。

如果人數多、市場大，需求多，那就是我們的機會，因為會有很多的

需求出來。加上現在媒體的倡議，和大家的覺醒，對健康的在意，或

者以後我們照顧人力的不足，在照顧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我們會希

望老人能自己顧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他的運動能力越高，自理能力就

會越高，他需要的負擔就越小……，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老人家、失能

長者可以開始做運動，不要太多的衰退，而導致運動能夠有一個比較

好的推廣。所以我覺得他的餅未來會越來越大。所以我們希望推動起

來之後會越來越多人願意參與。（20180823姜_專訪） 

其實全臺的老人和失能老人都在增加，我們一定要努力做點什麼，因

為光是等，也不會有甚麼好處，看看用什麼方式，也可以讓這些失能

的老人可以得到不同的生趣。而退休的老人也不要完全不動，因為如

果不動很快就會失能。如果有辦法的話，就是持續讓這些老人，健康

到老。（20180405志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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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人機構福利制度的愈臻提升完善 

    一個機構，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要能夠維持運作，客源是機構能

夠存在的重要元素；因此機構在對照護長輩所能夠帶來的福利制度若愈

完善，考慮愈周全，並且有執行力，才能獲得客戶的青睞。因此全國的

老人福利機構在每年思考訂定機構服務上提供的福利制度時必會愈發精

進，力求更符合照護失能高齡者的需要。而老人福利其中重要一環為健

康促進及延緩失能，因此當福利制度品質提升，運動休閒的推廣及運動

會的參與就有更多的機會被列入機構政策中獲得實施。 

我覺得現在機構的福利制度越來越好，覺醒度越來越高，尤其現在臺

灣大家越來越想做優質的服務，當機構的負責人，或服務的提供者越

來越有這個概念的時候，我也覺得這是個機會。早期大家不覺得他們

可以運動，現在大家都覺得他們可以運動了，而且感受到運動的好

處。所以我覺得機構負責人的覺醒，運動對老人家的好處，運動對他

們人力負擔的減少，老人照顧的品質提升，那我覺得是個很好的現

象。（20180823姜_專訪） 

3.長照日照的需求 

長照2.0強調發展社區式的照顧，因此積極與地方縣市政府及民間提

供服務的單位廣設日間照顧中心。而日間照顧的對象也包括了65歲以上

的失能長者，而這個族群同樣有延緩失能的需求，而運動會的辦理同樣

能夠激發長輩在來到中心時有自主運動練習的想望。因此各地的日照中

心未來也是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機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6）。 

未來如果是日照中心想辦這樣類似運動會，也不是不可能。 

（20180823姜_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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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區競賽的需求 

    由於目前集中式的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面臨有場地、經費、

交通各樣的限制，最多承載隊數為30隊；但全國仍有一百多家大型的公

立機構、公設民營及私立財團法人機構，及九百多家小型機構的失能高

齡者未能參與特別為他們設計的運動會。因此未來朝分區競賽舉辦運動

會的發展勢在必行，也成為發展的機會。 

有啊有跟永信在談慢慢的慢慢的，之後可以分區啊，分北、中、南區

辦。永信說他們在考慮啊……。（20180325陳_專訪） 

有資金挹注比賽，當然是最好，但如果沒有，我也不覺得會做不起來，

只是規模不會那麼大，也可以辦區域型的，他不用從臺北到臺中啊，

可能可以北、北、基啊，桃、竹、苗啊，可能這幾個縣市，就能辦個

小型了，他們也不用移動太遠，但我覺得是可以做，如果沒有這種大

型的，我覺得他會變成小型的，一直辦到政府機關覺得重視。

（20180826姜_專訪） 

當然希望要繼續辦下去啊，有一些人會建議是不是北、中、南都可以

各辦一場？然後再辦一場決賽，但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且走且看啦。

（20180430趙_主訪） 

（二）政策面 

   1.政府看見需求，重視長照健康促進 

 國家的政策會決定長照走向的發展，而主事者必須敏銳於失能高齡

者的需求，才能提出符合長輩需要的方向。我國從2007年所推動的長照

1.0「長期照顧十年計劃」較著重在生活照護方面（如照顧服務、居家護

理、社區及居家復健服務、輔具方面補助及改善住宅居家無障礙環境服

務、老人送餐服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服務、提供長照機構服務）（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07）；但2016年12月公告，2017年實施的長

照2.0服務的對象增加了65歲以上的失能衰弱者；另外增加9項服務，其

中一項「預防、延緩失能」就有包括肌力強化運動，但目前就推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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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較著重社區高齡者的預防與延緩失能，亦未推展至機構失能高齡者，

因此有極大發展空間，是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的機會（衛生福利

部，2017）。 

因為現在政府也很重視長照，然後開始去注重失能長輩的健康促進，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機會，因為有政策在做引導，政策會影響後端的

補助，他說可能要推健康促進，政府在機構的補助上就會跟著走，跟

健康相關的像一些復健設備或一些方案，政府可能就會做一些搭配的

推動。我覺得應該是政府很好的機會，尤其是長照(2.0)裡面特別提到

的預防延緩失能，因為有這樣一個政策，會引導一般老人也好，機構

老人也好，專業工作者也好，都會更注重老人的健康促進和延緩失

能。那和健康促進相關的運動和活動就會被帶起來，這是一個良性的

發展的方向。（20180831譚_推訪） 

2.國民健康署的「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我國國民健康署在2010年起始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希望能藉由認證來提升機構的服務品質，在軟、硬體上及整個環境，務

求建構更多親老和尊老的友善照護環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 

2, 26）。而參照國內外友善高齡相關文獻及長照專家一同研擬的「高齡

友善健康照護機構2.0」認證之長照機構版，考核內容包含了住民的健康

促進，因此對高度相關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辦理是為一大好機會（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 4, 25）。 

過去老人中心強調的比較是生活照顧、醫護的服務，其實這幾年有些

轉變，特別是有關健康促進的部分，自2010年起國民健康署有一個高

齡友善的機構認證。那這樣一個高齡友善機構認證早期是從醫院開

始，那他強調的是醫院的軟、硬體要服務很多的長者，怎樣在軟、硬

體的部分提供給高齡者友善的一個環境，包括硬體環境和整個服務的

流程。那這樣一個友善的認證，從醫院端開始，慢慢延伸到衛生所，

也在2014年起慢慢的延伸老人的長照機構。那高齡友善認證裡面有一

個很重要的元素是健康促進。那我們本身也希望除了基本照顧，醫療

照護以外，在健康促進部分也能夠比較有系統地去推動。那就是我到

這邊的第一年，剛好有這個全國老人福利機構的運動會，那他的運動

項目主要是for失能老人設計的。也因著要參與這樣的運動會，我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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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也會開始辦運動會，因為要去遴選，有些長者比較有意願參加，或

是心理狀況比較適合，所以我們也會有一個內部的遴選。透過內部的

遴選，也是讓長輩有參加更多元健康促進的項目，特別是比較有系統

的項目。（20180831譚_推訪） 

他是在衛生福利部下面的國民健康署。衛生福利部下面有很多單位，

如健康保險署，疾病管制署，……，認證是國民健康署來推動的，「高

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推動應該有8年了(經查是民國99年開始推

動)。他是透過類似評鑑的方式來通過認證，認證有效大概是三年期

間。他會有一個認證的獎牌、一個燈箱，然後就會掛在這個機構，那

別人進到這個機構，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對高齡健康的友善的軟、硬體

的服務，也是一個肯定。（國民健康署）有訂出認證的指標，然後機

構會有一個自評手冊，我會根據這個認證的指標，來說明我的機構在

這個指標，是怎麼來進行的，怎麼樣來做的。然後這樣自評手冊會送

到國民健康署，他們看過沒有問題後，就會有4位認證的委員來做實

地的訪查，他們一整年當中都會接受這樣的認證，機構申請，他們看

過自評手冊，就會派委員來看機構的軟、硬體，對身障朋友或老人有

無提供輔具，包括有沒有提供輔聽器、放大鏡等。包括軟體提供的服

務，當老人來這邊，有沒有簡便，為老人設計更便利的一個流程，不

會讓所有的人在那裡排隊，大概是這樣子。那我們是在103年(2014)

的時候申請，103年9月的時候。（20180831譚_推訪） 

    3.機構的評鑑 

    機構的評鑑結果之等第是家屬在考量讓家中長輩入住的重要參考，

而評鑑的內容項目則會驅使機構成長與改變。從彰化老人養護中心在

2010年因接受機構評鑑時委員的建議，而在各類文康及團體活動的辦理

上有了更新的改變，開始一步步從組成社團，到能夠成軍外出表演，由

此可見評鑑帶來的驅力不容小覷。目前2016年實施的機構評鑑五大指

標，包含了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環境設施及安

全維護、權益保障及改進創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6）。在

生活照顧中與參與運動會較相關者有針對服務對象規劃辦理社區活動或

配合節慶有相關方案活動的執行；而改進創新的項目中，若未加入之機

構能夠參與運動會勢必有加分效果，而成為運動會發展的機會。 

 



 

143 

 

99年時全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委員（對彰老的）建議，老人社團要有

較多選項……就是評鑑委員，外部給我們的一個督導，給我們的一些

刺激與意見。於是我們就在想說我們還能夠為老人家做些什麼？所以

當時加了卡拉OK社團。……從評鑑希望我們有社團，到我們有了卡

拉OK，然後在就是讓老人家在中秋節晚會的時候表演，唱給人家聽。

因為以前彰老的中秋晚會，都是請由外人來（外來的社團）表演，那

我們也看到，外面的人來了，也想說讓我們的長輩有秀的機會，在那

裡讓他們去表現，再加上後來有律動，這是這一個脈絡。 

（20180402田_推訪） 

我覺得可能就是透過評鑑去做引導，過去的評鑑可能強調都是硬體的

配置、人力的配置或是護理等六大指標……甚麼壓瘡啦、預防跌

倒……那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健康促進的部分，也加上健康促進的

作為，包括推動老人運動。因為機構會很在意評鑑的結果，評鑑結果

會影響家屬在選擇機構的時候會不會讓長輩入住。那評鑑指標的訂定

是由社家署的老人福利機構輔導科，只是評鑑的單位社家署評鑑的是

公立機構和財團法人，而小型機構則是各縣市地方政府。 

（20180831譚_推訪） 

（三）資訊面 

1.國外經驗的引進和交流 

    從過去姜老師因留學帶回失能高齡者也能運動的健康意識，使國內

老人養護機構開始重視失能高齡者的運動權益，並在不斷地演講倡議、

課程推動、實驗證實及積極發展後，始立下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

根基。 

那時我在國外唸書，就有在老人福利機構實習，就是一個長期照顧的

機構，那個機構老人的活動非常多元，那運動當然很多……，實習的

單位就很強調運動，所以我老早就有這個概念。（20180326姜_專訪） 

也因活動的舉辦，器材的採買，曾吸引了日本的吹箭協會前來參訪我國

在2016年的「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也帶給他

們驚豔，對我國在注重失能高齡者運動權上有正面形象的作用，會為運

動會的發展帶來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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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每一年都在玩吹箭啊，日本有一個吹箭協會，而且日本的吹箭

協會，真的就是比較年老的來參加。然後他們覺得我們這個單位很好

玩，為什麼每年都會來跟他們買一次吹箭，就請那個要幫我們買的人

來問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我們就跟他們說我們在辦這個老人運動會。

結果他們真的很開心，有一年，他們的會友，還有吹箭協會的會長，

三、四個人，就從日本風塵僕僕地坐著飛機，然後他們日本人也很會

坐高鐵，就從臺北坐下來臺中來看我們的比賽，然後一起參與，這是

我覺得很開心的地方。……他們說：「哇！你們居然能夠為長輩辦這

樣的運動會！」甚至覺得有些長輩吹的都很認真，成績也很好。

（20180430趙_主訪） 

而近年交流的普及，和對高齡者照護的重視也促使國內有心人士將

在國外對於高齡照護的閱歷分享回臺，如公視記者周傳久先生遊歷

北歐國家將其所見所聞，著有「北歐銀色新動力」一書則借鏡於丹

麥的一照護失能老人機構的活動，叫做「老人奧林匹克」，反思我

國許多辦理的長者活動在促進社會參與和提供自我表現舞臺上立意

甚佳，但若有各專業的介入設計項目，以健康促進為目標會更好（周

傳久，2017）。這與我國目前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所推動的各

項針對手眼協調、心肺功能及肌力訓練等項目不謀而合，更是肯定

「『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辦理成效，而

能繼續發揚光大。 

我們也希望他久而久之，我們不是因為一個運動會而達到健康促進，

而是他參加運動會需要透過不斷的練習，是練習會達到健康促進，不

會因為一個比賽就達到健康，有一個狀況是心理的健康，我變得更有

自信了，我的自我效能提高了，我的社交功能變好了。但是我就生理

方面，就是練習的過程；那就練習過程而言，就會達到生理、心理、

社交的健康。練習的健康促進比較廣，而比賽有比賽當天的健康促

進，所以我會用廣義來看這個問題。……在運動本身具有力學上的學

習，和哲學上的學習，甚至他很多運動科學，運動的哲學、學習運動

的教育學習，是運動本身，就是有權利，更廣泛的權利。失能長者來

做運動，是為了保障他的運動權，而運動本身就會達到很多的效益。 

（20180326姜_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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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世代媒體的曝光宣導 

    從前辦活動，若長官沒能撥冗前來，媒體也不會進駐，好似要把活

動的成效宣傳出去有現實上的困難。但如今，更不同於以往報章媒體需

要頭條才具有新聞報導價值的受限、影視媒體的耗資。拍攝用高畫質手

機、數位相機即能完成，而YouTube、Facebook、Line、Twitter……等網

路平臺轉傳的功能，更是讓活動精彩鏡頭能夠保存下來，其在網路上宣

傳的效益，具有無法想像的廣傳影響力。如之前的運動休閒十組套裝課

程，從臺灣傳出，遍及世界各地，近者連臺灣高山的原住民高齡者都受

惠，遠則遍及美國、加拿大，而這僅止於有收到回饋回臺的地方。未來

更多透過網路媒體的流傳，將使運動會的成果及宣傳發揚出去，而帶動

運動會參與的意識。 

姜老師在去年，還是前年，也使用了那種可以即時傳播的現場直

播……我們可以想說什麼時間家屬可以看，像這種科技的東西可以慢

慢引進來，會讓這樣的活動更有意義。松柏園也有FB，這種東西有發

酵的作用，如果有朋友看了，覺得有趣，也會幫我們轉發一下。

（20180430趙_主訪） 

加上現在媒體的倡議，和大家的覺醒，對健康的在意，或者以後我們

照顧人力的不足，在照顧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我們會希望老人能自

己顧好自己是最重要的。……若提到小型機構要知道這方面的訊息，

可以透過YouTube啦、Facebook啦、Line群組啦，廣告啦，發公文啦，

都是可以的方式。（20180823姜_專訪） 

（四）資金面 

    1.政府補助 

    當政府主事者深具運動休閒認知，看重失能高齡者的運動休閒，又

了解運動大會帶給失能高齡者運動練習的動力和熱情目標，而將其列為

政策目標之一，自會帶來經費補助的支持，為運動會辦理帶來實質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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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有單位來負責，所有要報名的就會跟辦理的單位來報名，通常

提案過了，再來就是經費補助了……通常是他們計畫來，我們去簽核

定書，後續就照計畫執行，如他說當天會報名多少隊啊……主視覺怎

麼設計啊……他們會再跟我們討論，然後(我們)會派一些長官去致

詞，就這樣。（20180325陳_推訪） 

因為現在政府也很重視長照，然後開始去注重失能長輩的健康促進，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機會，因為有政策在做引導，政策會影響後端的

補助，他說可能要推健康促進，政府在機構的補助上就會跟著走，跟

健康相關的像一些復健設備或一些方案，政府可能就會做一些搭配的

推動。我覺得應該是政府很好的機會，尤其是長照裡面特別提到的預

防延緩失能，因為有這樣一個政策，會引導一般老人也好，機構老人

也好，專業工作者也好，都會更注重老人的健康促進和延緩失能。那

和健康促進相關的運動和活動就會被帶起來，這是一個良性的發展的

方向。（20180831譚_推訪） 

    2.變通創新辦理方式分散降低所需成本 

    運動會的發展有其歷史的演進，就如運動會最高殿堂奧林匹克運動

會，當它舉辦的地位和象徵性被奠定後，參與的國家為求為該國爭取體

育界最高榮譽，便會在國內辦理競賽遴選選手，因此國內運動會就會有

各州、各省、各縣市的角逐，各縣市或許會有更多區域型的徵選，因而

層層相扣，帶起全國運動的風潮。 

對，其實從古代，我們在學運動都知道，運動最高殿堂是古奧運嘛，

而現在就是奧運會。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運動會其實就是早期運動是

用來祭天或謝神，對很多運動員來講，他要展現他平時練習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運動會。其實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運動會的存在就是要

讓我們平常有所練習（目標性）……。所以那時我就想說如果有一天

能有一個老人的運動會一定很棒。（20180823姜_專訪） 

他們開始動起來，那下一步是什麼？那甚至我希望能有跨機構的運

動。所以那時很早我就覺得要一步一步來，我現在不能奢望以後到達

最後，最後當然就像我們一般的人，我們都喜歡運動，我們會參加縣

市的比賽，或聯誼的比賽，比賽的很厲害，可能就會去參加市比賽啦、

區運會啦、或全運會啦、奧運會啦，我們其實是一路上的，而奧運其

實是運動員最高的殿堂，我們都會想要試試看，但不是每個人都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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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以他現在就是個連續性的概念……光譜的概念，而最後是奧

運，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既然我們人都需要運動，但對我們的老人

家而言，尤其是失能，最後一條路可能不會是奧運，可能會是帕運啊，

如果沒有帕運，我們可以幫老人家辦一個運動會，讓他出來運動，來

參與。其實比賽本身就是個議題，他只是一個議題設定在那個地方，

而不是你要去爭取什麼獎牌……而是設定了那個東西，他就可能為了

他，而認真來運動，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20180823姜_專訪） 

未來能夠在各縣市辦預賽或是選拔賽，就像全運會一樣。比如說，以

後每個縣市老人要來參加比賽，現在那個區域，先辦預賽。 

（20180823姜_專訪） 

「『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亦是如此，能夠成

功發展是因其上諸多優勢的結合，但畢竟場地的大小、經費的多少都會

限制其參與的人數，且無法達到廣泛帶起全國失能高齡者運動的效果。

以此為模範、版本，將活動內容SOP化，推動分區比賽的方式勢在必行，

也成為運動會開花結果的機會。 

有資金挹注比賽，當然是最好，但如果沒有，我也不覺得會做不起來，

只是規模不會那麼大，也可以辦區域型的，他會不用從臺北到臺中

啊，可能可以去北、北、基啊，桃、竹、苗阿，可能這幾個縣市，就

能辦個小型了，他們也不用移動太遠，但我覺得是可以做，如果沒有

這種大型的，我覺得他會變成小型的，一直辦到政府機關覺得重視。

（20180326姜_專訪） 

有啊有跟永信在談慢慢的慢慢的，之後可以分區啊 ，分北、中、南

區辦。永信說他們在考慮啊……。（20180325陳_推訪） 

我們的運動會的期待比較是更多的社會參與。我們原本是要他們出

來，只是想多的社會參與，但沒想到真的是這些運動能夠幫助他們延

緩失能。所以如果我們要家屬參加，可能就要分區。 

（20180325陳_推訪） 

未來我們期待小型機構的失能高齡者也能夠有運動推廣並加入運動會，

分區的實施勢在必行；並為因應機構資源不足，分區亦可降低交通移動

的成本，增加其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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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參加只有30家而已喔。小型機構法規規定不是我們提供補助，所

以他們也不會來參加。所以說如果要讓所有機構都進來，就需要分區

舉辦。（20180325陳_推訪） 

現在推的運動項目是給機構。那要分區，也要有足夠的量啊，那是誰

能夠來，就是這些小型機構，如果他們也都能夠接收到這個訊息，他

們也願意在他們自己的機構裡面去推。當你有足夠的數量的時候才有

可能推分區，之後才有可能去推全國的比賽。（20180402田_推訪） 

    3.長照2.0的資金挹注 

    2017年修正之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章、第十二條，關於住宿式機構

的長照服務項目的第十點，包含了社會參與的服務，是未來推展運動會

可運用之機會。惟在探究本研究期間，是為長照2.0發展的初始，訪談過

程並未有太多著墨（長期照顧服務法，2015）。 

 

四、從全球及臺灣大環境的發展趨勢來看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

會發展的威脅：分別就大環境的政策面、資金面、交通面

帶來的威脅分析如下： 

（一）政策面 

1.政府主事者的認知決定政策支持與否 

    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自於政府主事者的認知、觀點、想法和決策，

而運動休閒是國人身心及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活動，更是有賴於政府的

主事者的推動。而主事者是否兼具敏銳於弱勢團體的需求，對無法自主

的失能高齡者有更多悲天憫人的情懷，願意成為幕後推手，翻轉失能高

齡者的生活品質及生命目標。主事者佔了最重要的關鍵位置，若重視，

即為運動會發展之機會，若忽視，便是最大的威脅。 

再過來就是主事的政策制定者有沒有預防的概念，也就是健康促進的

概念，運動會就是一個個引誘因，鼓勵他們運動的方式，讓他們一起

來運動。那他在主導政策的時候能不能有這個概念，這當然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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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萬一主事者沒有這個概念，不鼓勵運動，也不覺得運動是重要

的，覺得運動是大拜拜似的……，其實運動真的不在運動會那一次，

那是之前的準備和練習……。當然如果政策不支持，財源也就沒有

了。（20180823姜_專訪） 

（二）資金面 

    1.經濟資源缺乏 

    政策的推動和資金的補助環環相扣，即便政府能夠提供部分，要使

運動會成功圓滿，也需要多項資金的挹注，並非單靠政府金援。而資金

的流向重要的因素來自於對運動休閒的重要性的覺醒意識，政府面、機

構面、贊助者、甚至全民的意識覺醒，都會帶來資金的進駐，反之，則

為威脅。 

財源大概是第一個威脅，這是我第一個想到的，你沒有錢大概什麼都

辦不了。（20180823姜_專訪） 

有跟永信談過啊，但畢竟現在機構還不是很多啦，我們的老人福利機

構有100多家，現在參加只有30家而已喔。小型機構法規規定不是我

們提供補助，所以他們也不會來參加。所以說如果要讓所有機構都進

來，就需要分區舉辦。那分區辦還有如果你要給獎金，獎金要從哪裡

來？因為總是要給獎勵，而這些獎勵從哪裡來？……如果說傳善獎是

要永信去申請的啊，我們不能申請傳善獎……，而且他拿到傳善獎，

也不見得會做這個。他說剛好有做這個，去申請傳善獎，才拿到的。

那三年1200萬用完之後，他也不見得會繼續做啊，那就看永信啊，如

果永信會繼續做就繼續做。（20180325陳_推訪） 

（三）交通面 

    在交通面，由於目前是跨縣市的舉行，在我國各縣市普遍復康巴士

數量不足下，自是在交通上會有較大的威脅和限制；但未來若採分區競

賽型式，各縣市低底盤公車的通行，反倒可能成為發展地區型運動會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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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實有時候交通比較遠，那老人家要出門，工作人員的人力也要

花很多，比方說那個前天就要來的，人力就要花更多，像今年中南部

很多，但其他地區相對就比較少，高鐵沒有到的地方，就一定要前一

天來。（20180325陳_推訪） 

我覺得最大的阻力在於交通吧。不管是失能長者，或是身心障礙者，

在很多場合會聽到希望能夠帶他們走出來，以辦運動會來說，這是我

一個很大的阻力，因為大型復康巴士不代表全臺灣各縣市都有，像他

們機構常在租車就會有一個困擾，他們不一定想贏，但想讓一些中重

度的長輩出來，可是金拍謝（臺語），他那個縣市就是沒有大型復康

巴士。……我目前知道的臺北有、臺中、南投、彰化、嘉義，沒了，

這些是市政府下面的，目前最多嘉義四臺，其他的一、兩臺。那遊覽

車的階梯真的比較高。之前有考慮過低底盤公車，不過低底盤公車有

行車的速限，還有路權的限制，不能跨縣市來到臺中，來臺中速限太

低……那個椅子對長輩來說也不是很舒適啊，沒有遊覽車那麼舒適。

那如果坐遊覽車，就要割捨行動不好的長輩。（20180827黃_主訪） 

 

五、SWOT綜合分析，導出我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策略： 

由訪談逐字稿內容所分析從臺灣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十年發

展經驗的：一、內部優勢如上文（一）在信息資源部分包括1.新知的學

習、2.長期專業的介入、3.政府單位主事者的認同、4.演講課程的倡議、

5.學術研究對運動成效的確立；（二）財力資源部分之1.政府的補助、2.

民間公益基金獎項的申請、3.贊助商的部分支持；（三）人力資源的1.

主辦單位團隊合作、2.機構負責人的認知和支持、3.機構專業照護人員的

積極配合、4.深知長輩需求帶動氣氛的主持人、5.具有運動相關知識背景

之志工裁判投入、6.風險的管理—運動會的醫護預備；成為運動會辦理

之優勢。以及，二、內部劣勢如（一）在信息資源部分包括1.地方政府

主事者的認知及施政排序、2.小型機構的資訊缺乏、3.運動會成果宣傳不

夠蓬勃、4.文化本身造成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二）財力資源部分之資

金不足且無長期穩定的財源；（三）人力資源部分的照護業務量大，人

力難以支持。和透過全球及臺灣大環境的時代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失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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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運動會發展之：三、外部機會（一）需求面如1.失能高齡人口增多，

照顧人力缺乏、2.老人機構福利制度的愈臻提升完善、3.長照日照的需

求、4.分區競賽的需求；及（二）政策面如1.政府看見需求，重視長照健

康促進、2.國民健康署的「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3.機構的評鑑；

（三）資訊面如1.國外經驗的引進和交流、2.新世代媒體的曝光宣導；（四）

資金面如1.政府補助、2.變通創新辦理方式分散降低所需成本、3.長照2.0

資金的挹注。還有最後四、外部威脅部分（一）政策面如：政府主事者

的認知決定政策支持與否；（二）資金面如：經濟資源缺乏；（三）交

通面如：跨縣市復康巴士缺乏。藉由內部優勢與外部機會、內部劣勢與

外部機會、內部優勢與外部威脅、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之交叉分析我國

未來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之策略，分別為「利用內部優勢與外部機會

(SO)」、「改進內部劣勢與外部機會(WO)」、「監視內部優勢與外部威

脅(ST)」及「消除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WT)」，如表八及圖二十：

 



 

152 

 

表八、臺灣未來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SWOT分析策略表 

內部能力 

外部因素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一、信息資源 1.新知的學習 一、信息資源 1.地方政府主事者的認知及
施政排序 

2.長期專業的介入 2.小型機構的資訊缺乏 

3.中央政府單位主事者的認同 3.運動會成果宣傳不夠蓬勃 

4.演講課程的倡議推廣 4.文化本身造成理想和現實
的差距 5.學術研究對運動成效的確立 

 二、財力資源 1.政府的補助 二、財力資源 資金不足且無長期穩定的
財源 2.民間公益基金獎項的申請 

3.贊助商的部分支持 

 三、人力資源 1.主辦單位的團隊合作 三、人力資源 照護業務量大，人力難以支
持 2.機構負責人的認知和支持 

3.機構專業照護人員的積極配合 

4.深知長輩需求帶動氣氛的主持人 

5.具有運動相關知識背景之志工裁
判投入 

6.風險的管理—運動會的醫護預備 

機會(Opportunities) 利用優勢＋機會（SO發展策略） 改進劣勢＋機會（WO發展策略） 

一、需求面 1.失能高齡人口增
多，照顧人力缺乏 1.持續精進學習推廣運動及運動會相關專業 

2.向政府機關倡議宣導 

1.分享研究成效 

2.集結有志之士成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2.老人機構福利制
度的愈臻提升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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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照日照的需求 
3.透過大眾傳播或網路媒體分享資訊建立全民意識 

4.發展適合失能高齡者之各式運動會操作手冊 

5.為運動會進行量化及質性研究以確立其發展成效 

6.完善的風險管理 

廣協會 

3.透過相關課程教育，吸引新血，加強運動

休閒培育。 

4.政府透過評鑑認證機制敦使機構重視失

能高齡者之運動休閒 

4.分區競賽的需求 

二、政策面 1.政府看見需求，重
視長照健康促進 

2.國民健康署的「高
齡友善健康照護
機構」認證 

3.機構的評鑑 

三、資訊面 1.國外經驗的引進
和交流 

2.新世代媒體的曝
光宣導 

四、資金面 1.政府補助 

2.變通創新辦理方
式分散降低所需
成本 

3.長照2.0資金的挹
注 

威脅(Threats) 監視優勢＋威脅（ST發展策略） 消除劣勢＋威脅（WT發展策略） 

一、政策面 政府主事者的認知
決定政策支持與否 1.研究發現提供政府主事者執政的參考 

2.推廣辦理分區失能高齡者運動會 

1.透過教育培育新血 

2.透過協會整合資源 

3.掌握縣市轄區內適合失能高齡者之交通

疏運方式 

二、資金面 經濟資源缺乏 

三、交通面 跨縣市復康巴士缺
乏 

（本表資料來源為第122-151、154-157頁之SWOT分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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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內部優勢與外部機會(SO)」 

1.持續精進學習推廣運動及運動會相關專業 

    為因應需求，與專業持續合作，站在現有的信息資源基礎點上，透

過進修、參訪、研討會繼續向國外先進國家學習，並交流透過失能高齡

者運動會推動失能高齡者運動的專業。 

2.向政府機關倡議宣導 

    透過向政府機關宣導及倡議，敦使中央及地方政府持續看重失能高

齡者運動會之重要，使補助財源能夠持續不餘匱乏，更進一步成為政策

實施，編列預算促使穩定發展。藉由政策的導向，透過認證、評鑑機制

促使機構、社區發展或參與運動會，全面帶動失能高齡者運動風氣。 

3.透過大眾傳播或網路媒體分享資訊 

    將演講、課程、或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成果影片，透過大眾傳播媒體、

網路媒體平臺傳遞的力量，不論是報章雜誌報導、廣播、影片藉由

YouTube、Facebook、Line、Twitter……等平臺分享運動會當日精采呈現，

廣傳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成效，以促進全民對失能高齡者運動的認知及

支持，促成全民意識覺醒。 

4.發展適合失能高齡者之各式運動會操作手冊 

    從現有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計畫為基礎，設計機構式運動會操

作手冊（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以下簡稱SOP）廣納各專業，設

計為不同型態如失能高齡者機構型、長照日照型、社區據點型之操作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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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運動會進行量化及質性研究以確立其發展成效 

與學術界連結，透過專業的前後測比較、訪談……等研究方法，對

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之成效進行確認，以確實掌握辦理運動會所帶來

的實質效益，提供政府機關，及民間相關單位作為參考依據。 

6.完善風險管理 

    因應大量需求，運動會的舉辦是必要的，運動會過程的風險管理更

是重要，做好現場醫護人員的預備，緊急送醫需求的應變處理程序，都

可將風險降至最低。 

（二）「改進內部劣勢與外部機會(WO)」 

1.分享研究成效 

    透過SO發展策略所建立之研究基礎向地方政府與未參與之機構分

享運動會成果及成效；使其瞭解對於在機構中發展運動休閒，長期看來

可降低營運成本、增加機構正面形象、失能長輩越健康，所耗損照護人

力就能夠越減少，以灌輸運動會發展帶來的助益觀念，促使其重視失能

高齡者的運動休閒參與。 

2.集結有志之士成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廣協會  

    鑒於機構因隸屬不同政府單位監管，較少聯誼互動，資訊資源亦難

以流通；建議可連結對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有負擔推廣的人士成立跨機

構、社區的推廣協會社會團體（內政部，2011），藉此整合及廣納資源，

於機構間推廣參與運動會之成效及輔導其照護人員協助長輩參與運動訓

練，並透過全民募款、贊助商支持及補助獎項申請以促成失能高齡者運

動會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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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相關課程教育，吸引新血，加強運動休閒培育 

    透過相關課程宣導，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失能高齡者照護的行列，

使更多未來的照護人力資源得以被造就出來，並加強其運動休閒相關知

能。 

4.政府透過評鑑認證機制敦使機構重視失能高齡者之運動休閒 

    中央及地方政府確實透過認證、評鑑機制，促使機構在失能高齡者

運動休閒上的改善做出努力，辦理或參與運動會有加分機制的建立。 

（三）「監視內部優勢與外部威脅(ST)」 

1.研究發現提供政府主事者執政參考 

    除了消極監視外部威脅之政府主事者對運動休閒的認知與重視外，

更應主動向政府機關報告陳述運動會相關研究發現，以證實辦理運動會

對失能高齡者生理、心理、社會健康具有實質效果；並可降低機構照護

成本，促其列入施政方向，使其成為我國長期穩定發展之施政方針而編

列預算、提供補助。 

2.推廣辦理分區失能高齡者運動會 

    除了消極監督交通工具是否足夠外，更應積極發展分區競賽，以徹

底解決長途交通不便，復康巴士車輛不足之窘境。未來分區競賽的形式

為一可能之發展趨勢，透過失能高齡者之各式運動會操作手冊之研發，

大量分享給中央及地方政府機構及民間有意願辦理及參與之機構，助其

在資源及人力到位時，能夠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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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除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WT)」 

1.透過教育培育新血 

    時代不斷在前進，在各相關系所中培育我國未來能夠投入失能高齡

者照護或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相關專業人才，使我國能有源源不絕具備

運動休閒意識之青年學子，成為未來主事者或照護人力，以維持長期穩

定的發展。 

2.透過協會整合資源 

    協會也能積極對外募款，尋找贊助廠商，合適申請之補助或獎項的

資源整合，提供欲發展之小型機構在經濟上獲得支援。 

3.掌握縣市轄區內適合失能高齡者之交通疏運方式 

    未來若發展分區競賽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須了解大眾運輸可提供

之疏運方式以便提供所需，如縣市轄區內可租借之低底盤公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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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推廣協會 

3.透過相關課程教育，吸引新

血，加強運動休閒培育 

4.政府透過評鑑認證機制敦使機

構重視失能高齡者之運動休閒 

1.持續精進學習推廣運動及運

動會相關專業 

2.向政府機關倡議宣導 

3.透過大眾傳播或網路媒體分

享資訊建立全民意識 

4.發展適合失能高齡者之各式

運動會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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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協會整合資源 

3.掌握縣市轄區內適合失能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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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發現提供政府主事者執

政的參考 

2.推廣辦理分區失能高齡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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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我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初擬策略圖（資料源自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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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共謀武林盛會永續經營— 

SWOT分析結果與未來發展綜合討論 

 

   透過SWOT分析，藉由結果研擬未來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問題解

決策略，將之分類歸納為：一、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益處觀念的推展；

二、透過量化及質性研究確立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健康之效益；三、運

動會的推動辦理之行動策略；並與專家及主辦和推動者針對未來發展之

訪談部分進行討論，更務實了解未來突破困境之策略方向。 

 

一、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益處觀念的推展 

（一）現階段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益處的觀念推廣 

    在失能高齡者運動發展初期，姜老師不斷透過演講、課程倡議失能

長輩運動的重要性。劉宗智(2011)在勞工教育推廣的研究，及邱韻如(2011) 

在科學知識上的知能發展中，其傳播知識的方式皆為透過演講及教師講

授來促進教與學。因此鼓勵我國具高齡照護及運動休閒之專家學者繼續

透過演講、課程，甚而錄製成影片，在網路平臺，透過傳播，將失能高

齡者運動休閒知識做更廣泛的流傳；亦將運動會成果影片同樣剪輯後上

傳分享，並於相關會議或活動中播放，促使政府主事者、機構負責人、

專業照護人員、及全民，對於失能高齡者能夠參與運動會的認知覺醒，

在失能高齡者運動上建立正確觀念，進而於各方面支持失能高齡者運動

會之辦理，落實於政策之中，是促成失能高齡者運動會辦理並推動其運

動風潮的關鍵因素。從許建民和彭美蓮(2010)在推動學生游泳能力的方案

中之政策認知研究發現，家長對政策的認知有助於對政策態度的改變；

瞭解到即便政策推行，相關人士也必須有所認識，才能帶來改變並支持。

林思靜(2017)在高齡化與健康識能分析中亦建議強化政府及社會處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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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之議題，並倡議專業人員對健康識能之認知及加強高齡者對慢性病

之認識，以提供未來針對老人慢性病相關政策之研擬，再次看到觀念影

響政策，政策關係落實的重要性。 

事實上會來參加的機構，都是優等、甲等，但是很多機構是等第不到

的；很多小型機構，知不知道有這種運動會東西，或者說這個運動會

已經蔚為老人機構的流行，很多時候這個就有負責人是不是能夠支持

的問題，機構負責人很重要，他也需要被灌輸新的觀念。另外是那個

將來帶領的人，要能夠有興趣去了解，才能夠繼續去推。小型機構要

參加都是縣市政府辦的，你講的那個是全國的，全國性的。我們要去

思考，要辦的話，還有哪些機構沒有進來（參與這樣的運動會）？一

方面小型機構也不接受政府的補助啊。另外有一個問題，目前的老人

運動會，有沒有邀縣市政府的同仁參加？辦這樣業務的人，他們是不

是知道這個東西？就像全國那個聯繫會報，應該是有縣市政府同仁來

參加。但重點是，他們知不知道，他們是只有幫你轉公文，還是他們

知道這個好玩到什麼程度？有沒有什麼機會讓他們知道這個運動會

是怎麼執行的，他有哪些項目？（20180402田_推訪） 

加上現在媒體的倡議，和大家的覺醒，對健康的在意，或者以後我們

照顧人力的不足，在照顧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我們會希望老人能自

己顧好自己是最重要的。……若提到小型機構要知道這方面的訊息，

可以透過YouTube啦、Facebook啦、Line群組啦，廣告啦，發公文啦，

都是可以的方式。（20180823姜_專訪） 

姜老師在去年，還是前年，也使用了那種可以及時傳播的現場直

播……我們可以想說什麼時間家屬可以看，像這種科技的東西可以慢

慢引進來，會讓這樣的活動更有意義。松柏園也有FB，這種東西有發

酵的作用，如果有朋友看了，覺得有趣，也會幫我們轉發一下。」

（20180430趙_主訪） 

（二）未來在相關專業教育的認知傳承 

    當臺灣不斷邁向高齡化，這不僅是這個時代應該關注的議題，我們

的下一代更需要有正確的觀念和因應的對策；在我國長照人力短缺而急

欲呼籲更多老年相關專業年輕新血加入服務的同時，全方位相關知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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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亦需要被整合進入教育資源，而能落實在未來專業的服務中。在陳明

耀(2014)比較臺灣和英國在教育政策對肢體障礙兒童體育課程的影響中

看到教師對肢體障礙兒童的認知會影響體育教學。而教師經教育體系培

養過程中是否有相關知能學習認知的建立便極其重要。在職教育方面，

一大陸針對幼教老師在運動遊戲的認知裝備上舉辦研習營中發現能夠影

響教師的自覺，其次影響幼兒學習及課程效益，看見透過教育的灌輸能

夠達致知識上的傳承及觀念的建立（黃承暉、黃永寬，2016）。 

 

二、透過量化及質性研究確立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健康之效益 

    在推展運動會的發展歷程之第二階段，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學術的研

究扮演了重要關鍵的角色，研究的成果效益是推動辦理運動會的實證根

據，能推動我國政策的方向、機構決策的執行，使辦理與參與運動會的

動機被支持而有根有基。 

運動會是一個時間點，one shot，一個橫切的點，在這個橫切點裡面，

你會收到的資料是當場老人家的表現，這個時間點的表現其實是短暫

的，我們可以分為質性和量化兩類來做。一種是我們可以透過訪談，

老人家來到比賽場地和大家互動，吃辦桌、比賽的心情，那個是立即

的收集的回饋，可以用一些質性資料去蒐集，了解老人家參與這個運

動會裡面的效益是什麼？感受是什麼？可能有各式各樣結果，只要是

正面的，這就是它的效益。另外當然我們可以去施測，例如說我們用

運動會參與的成績，我們發現我們的老人一年比一年進步，尤其以後

未來有第一年參與成績多少，第二年參與成績……那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雖然年紀越來越大，但成績卻越來越進步或保持一樣的成績，那就

是一種進步，所以這是one shot，就是在那個當下，收集很多老人運動

表現的東西。第二個是你能夠收集很多質化，例如老人家當下參與的

過程，然後量化也可以測滿意度啦，或來這邊的心情量表啦，這都可

以測，質化的部分就是歷程，就是他的改變，他的心境，或去回想他

的努力，對他來說有沒有發現一個成效，這些都是。那除了one shot，

更重要的是這些長輩在這（運動會）之前，在他們機構有否行為上的

改變，例如說他們本來看電視的時間拿來運動，就是它變成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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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比較主動的，生命有更多的（自我）掌控……我覺得回頭去

看他們在機構中生活的改變，因為運動而改變的，這個可能更重要。

可以去蒐集這個比較長期的調查，那如果能夠蒐集這麼多間機構因為

辦比賽而使老人家整個動起來，那我覺得這個對運動會來講是更重要

的事情，因為這個運動會如果是每年不停地這樣辦下去，那他就會很

棒，有實證的效果。因此運動會當下及運動會前後，我們可以看運動

會後老人家是就不練習了呢？還是積極地為下一屆而努力。這樣的研

究實證會對機構負責人、推展的單位，或對老人福利政策的推動都是

有幫助的。目前光推動運動會就已花很多時間，但在未來是可以做的

方向。（20180913姜_專訪） 

 

三、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動辦理 

（一）政府透過認證或評鑑機制敦促機構或社區日照積極投入參與 

    林芷彤、賴淑芬、黃怡菁、林玲雅、張玉君與孫茂勝(2011)指出當國

內外開始以病人疼痛的照護品質為其評鑑重點時，便推動彰化基督教醫

院藉由病歷審查了解疼痛照護之品質；我國在2008年也透過「星級旅館

評鑑計畫」以提升我國國際觀光旅館之品質，進而促進觀光產業之發展

（柯朝斌，2017）。同樣，認證和評鑑目的在提升機構的服務品質，可

予以建議改進或肯定，使民眾在選擇機構時，有所憑據和依歸。因此透

過認證和評鑑項目的制度，可以一定程度推動有關於健康促進的元素加

入機構的執行政策及服務項目之中，而對改善失能高齡者的生活品質有

所助益。 

認證是國民健康署來推動的，「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推動應

該有8年了。他是透過類似評鑑的方式來通過認證，認證有效大概是

三年期間。他會有一個認證的獎牌、一個燈箱，然後就會掛在這個機

構，那別人進到這個機構，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對高齡健康的友善的軟

硬體的服務，也是一個肯定。（國民健康署）有訂出認證的指標，然

後機構會有一個自評手冊，我會根據這個認證的指標，來說明我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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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在這個指標，是怎麼來進行的，怎麼樣來做的。然後這樣自評手冊

會送到國民健康署，他們看過沒有問題後，就會有4位認證的委員來

做實地的訪查，他們一整年當中都會接受這樣的認證，機構申請，他

們看過自評手冊，就會派委員來看機構的軟硬體，對身障朋友或老人

有無提供輔具，包括有沒有提供輔聽器、放大鏡等。包括軟體提供的

服務，當老人來這邊，有沒有簡便，為老人設計更便利的一個流程，

不會讓所有的人在那裡排隊，大概是這樣子。（20180831譚_推訪） 

過去老人中心強調的比較是生活照顧、醫護的服務，其實這幾年有些

轉變，特別是有關健康促進的部分，比方說衛福部的國民健康署，自

2010年起他有一個高齡友善的機構認證，……高齡友善認證裡面有一

個很重要的元素是健康促進，那我們本身也希望除了基本照顧，醫療

照護以外，在健康促進部分也能夠比較有系統地去推動。那就是我到

這邊的第一年，剛好有這個全國老人福利機構的運動會，那他的運動

項目主要是for失能老人設計的。也因著要參與這樣的運動會，我們內

部也會開始辦運動會，因為要去遴選，有些長者比較有意願參加，或

是心理狀況比較適合，所以我們也會有一個內部的遴選。透過內部的

遴選，也是讓長輩有參加更多元健康促進的項目，特別是比較有系統

的項目。（20180831譚_推訪） 

但小型機構的收益是負責人的，那看有幾個股東去分配嘛，因此政府

不能提供補助。那在這九百家的小型機構部分，是使用機構式服務的

老人還蠻大一塊的，他應該更有機會不要落入長照、嚴重失能那個的

地方，我覺得這部分要去更關切，因為他不能夠接受政府補助，所以

我覺得可能就是透過評鑑去做引導，過去的評鑑可能強調都是硬體的

配置、人力的配置或是護理六大指標……甚麼壓瘡啦、預防跌倒……

那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健康促進的部分，也加上健康促進的作為，

包括推動老人運動。因為機構會很在意評鑑的結果，因為評鑑結果會

影響家屬在選擇機構的時候會不會讓長輩入住。那評鑑指標的訂定是

有社家署的老人福利機構輔導科，只是評鑑的單位社家署評鑑的是公

立機構和財團法人，而小型機構則是各縣市地方政府。 

（20180831譚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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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階段運動會賽制和項目的更新修正 

    對於較近程的期待和目標，也就是新年度的運動會計畫，主辦單位

較關注的是賽制及競賽項目的更新改變，為使運動會本身更有公平性和

目標性，以及新鮮感和挑戰性。 

希望賽制的部分可以更好，更流暢。接下來是記分的部分，因為我們

分成三個stage，金牌、銀牌和銅牌，金牌很前面，但後面的分數就很

集中，銀牌和銅牌其實差距不大。現在家數越來越多，我們以前是1

到7名的分數比較高，現在是不是要調整，讓分數的落差看起來更明

顯，我覺得那可能是接下來要做調整的部分。（20180603葉_主訪） 

對啊對啊，像這樣就很好啦像這樣，聽他們有說今年好像項目還要變

更，我覺得應該，好像還會再增加，或者是改變，有些…… 就是把

那些難度慢慢提高些，……這時候就是需要姜老師這些人進來幫忙，

因為透過老師會有一些設計，有關個人的啦，或是團體的啦，那未來

若再導入家屬，項目可能就會不太一樣。（20180325陳_推訪） 

因此每一年皆會根據其他機構的建議及自我的檢討，對整個運動會的籌

畫做更符合需要和追求卓越的適當調整。如此不斷精益求精的精神也是

未來各主辦單位所需要傳承的籌辦態度。 

因為我們在每一屆我都會記錄說機構打電話來有什麼狀況的一個QA

的表。我整理完之後，在隔年我們要送計畫之前，我們就跟老師

recheck，再去做調整，因為還是要逐步完善。（20180827黃_主訪） 

我覺得不要想太多，不要考量長輩太多的限制，因為我覺得你替他想

太多……運動項目這部分你替他想太多，反而他就算很容易達到，也

沒有什麼目標性。所以我覺得在運動項目的部分，可以有一點挑戰

性，他以前沒有做過的。要不然有時候我們覺得在機構我們常對長

輩，就像在對小孩一樣，其實你看機構就是這樣……阿公你不能這

樣，不能那樣，阿公你要怎樣怎樣怎樣，你會覺得他在這邊好像是被

管的，但他在家裡面是管別人的。運動項目上面應該讓他有點挑戰

性，讓他覺得新奇。不然久而久之他也不會想要來。 

（20180827葉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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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各式運動會辦理及參與操作手冊SOP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為一標準化操作程序，廣泛運用於

可重複性之標準作業流程。如在鐘啟榮、李世文、陳德請(2013)的研究中

發現定出更換鋼瓶的SOP可降低氣體管路保壓失敗率；在周嘉政(2015) 

的產品研究中指出SOP能在短時間內，使思考、知識和設計達到一致的

標的；SOP也應用教學於一大學在機械、製造工程的研究生課程中，此

套程序節省費用、提高效率、質量、縮短生產週期(Li, 2010)。由於SOP

的特點，在未來推廣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上，發展適合失能高齡者之各式

運動會操作手冊有其助益：現階段我們可從現有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

會計畫為基礎，設計機構式運動會操作手冊的SOP；這部分也如Su, Chou, 

Tsai and Lin (2011)應用在地震後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及行動研究發展出

處理災後心理問題的SOP，藉由過去經驗整理一套可運用之標準操作手

冊以因應大量需求雷同。接續，可以此SOP為範本，邀集各專家學者及

專業機構，繼續延伸設計適合不同型態，如失能高齡者機構型、長照日

照型、社區據點型之運動會辦理及參與之操作手冊，視其形態需求設計

可供參考之操作手冊，供舉辦單位參考使用。以下就研究參與者特別提

出之未來願景部分整理特別及重要建議如下： 

    1.特別設計家屬陪同參與之機制 

    設計活動邀請家屬的參與，不管在邀請機構型、日照型或居家型失

能高齡者及家屬都是很需要的部分。雖然出發點在於機構式長輩更需要

家屬前來探望關照，但普遍看來，除非親子間會主動安排活動與失能高

齡者密切互動，不管在哪一類的失能高齡者，因現代生活忙碌之下，親

子關係通常是疏離的，而運動會若設計邀請家屬加入則可某種程度改善

現況。 

我就是一步一步走，看到老人家那麼快樂，應該要讓家屬知道，他的

長輩在機構是怎麼樣的，人家是怎麼照顧他的，像小朋友在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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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運動會，也都會邀家屬去啊……然後，家長就會知道，哦！原來我

的小孩子在幼稚園做些什麼，……對老人家來說，我們希望他們不是

把爸爸、媽媽丟到機構之後就沒有什麼參與了。一開始可能志工有些

不夠，我們就可以邀請家屬一起來參加，啊下次可能就可以邀請家屬

一起來比賽。我只是希望這樣子，有的家屬可能是子女，有的可能是

孫子女，那個未來的發展性可能就很大，因為你想想看如果要一起比

賽，他們平時就得到機構和他們一起來練習，所以也可以促進子女常

常去探望他，像孫子女如果常常去看看老人家，老人家也會很高興。

（20180325陳_推訪） 

健康促進還是很重要，然後那個家屬還是要投入， 家屬的這塊很重

要，而不是交給機構就好了，好像我就沒事了，我覺得這樣反而不是

一個好事，可以透過一些設計安排，讓家屬一起來投入，和這些照顧

者一起，一起去成長、尋找樂趣、或尋找目標。（20180405根_推訪） 

在黃靖惟(2012)推動臺灣幼兒運動遊戲的策略之一即為發展親子運動

會；楊育安與黃永寬(2014)為心臟病童辦理的運動會研究亦指出親子互動

的重要。孩子需要父母親人，入住機構的長輩也不例外。透過運動會的

設計內容，若能引發促使親子有共同生活目標及經驗，必能較多滿足長

輩在被愛和安全感心理需求。 

對啊對啊我就跟永信說過，當隊數多了之後，我們可以邀請家屬一起

加進來，這樣家屬一起進來比賽，或是讓家屬一起來當志工，那可能

時間就不能夠是平常日，而是要是在假日才能夠舉辦。……就是家屬

願意出來啊，比方一隊有十個，我們就規定要有一個家屬出來。那老

人很想參加，就會去跟他的子女說，我哪一天要去比賽，你可不可以

跟我去？因為你跟我去我才可以去比賽，現在我們不能這樣規定，因

為不是每個人都有家屬，所以我不能夠規定所有的家屬都要來，但是

如果規定10個當中有一個，慢慢的機構也會去跟家屬說，先讓他們陪

同，有機會再參加志工，再看未來有沒有機會參加比賽。如果我們要

讓家屬出來，一定要靠老人去講，或是小孩去鼓勵長輩出去運動。 

（20180325陳_推訪） 

哦，就是家屬跟長輩可以搭配一起來參加，除了長輩的活動也可以加

入親子的互動。（20180405志_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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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志工團隊召募之重要傳承 

    訪談過程中主辦者認為運動賽事舉辦要能有次有序，裁判的召募及

專業度是重要關鍵因素。這與不論在國內世運或國外大型賽會研究發

現，具服務熱忱及專業知識之志工是運動會成功舉辦的關鍵如出一轍（施

昆泓、牟鍾福，2009；Doherty, 2009）。而針對失能高齡者運動會志工

團選擇的經驗也看見，邀請相關專業志工，如老人照顧福利系及體育系

的同學加入志工行列能夠更適才適任，成為助力。此和韓燕(2009)在大型

運動會志工價值的研究中也指出志工可降低承辦單位成本，並提供專門

人才，提升運動會質量有相同看法。因此失能高齡者運動會志工亦可以

建立寶貴的人力資源資料庫，使熟悉參與過程之志工能夠有機會回流繼

續提供服務。如從Fairley, Green, O'Brien and Chalip (2014)在訪談6位長期

參與奧運服務的志工，看到他們因長期的投入而建立了友誼和團隊合

作，並實踐經驗的學習，且與奧運產生聯繫感，這樣的例子在全國老人

福利機構運動會也看得到，有學長或已畢業者因對活動的認同，仍然會

繼續參與其中。在志工團成軍後，如何透過SOP化的訓練，使其能在分

內崗位上發揮最大的實質效用，四年來的訓練計劃之寶貴經驗可融入

SOP操作手冊中，為運動會的辦理如虎添翼。這是由SWOT分析後，發現

對成功運動會辦理的有效策略之一。 

找體育系學生也是一個成功的重要關鍵點。而且體育系的學生比較有

學長、學弟的概念，他們會做傳承，會揪（臺語），有的學長已經來

過一屆了，他去年已經來過了，今年我只要直接找他做互動，那他就

會交代說你們（學弟妹）要怎麼做，跟學弟妹說要怎麼做，溝通比較

快，不用重新磨合，只要找到對的人，誰是學長，不用整批重換。

（20180827葉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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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的風險管理 

    運動會是動態且具有競爭性之活動，因此會有一定的風險憂慮。在

Jennings and Lodge(2011)比較2006德國世界盃足球賽和2012倫敦奧運會

的風險管理機制皆提到在大型競賽性活動中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從王瑞

麟與王思尹(2009)在大學運動會風險管理研究，及施秀賢和黃永旺(2010)

在國中運動會風險管理的研究，至徐淑婷(2009)在幼兒親子運動會之風險

管理探討中，都揭示了預防勝於治療的重要，在人的方面須具備面對意

外的應變能力；在事方面必須預先備好醫護器材。 

每年我們也都是要準備一個救護站在旁邊備著，用不用是另外一件事

情，可是也曾有發生過長輩因為太過興奮、血壓飆高或換氣過度，然

後也會把他們送到醫院，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才回來。 

（20180430趙 _主訪） 

舉辦活動的時間，尤其失能高齡者在時間的長短上更需控制；場地的無

障礙及用品設備的安全性均須考量，做完善的管理應變措施。 

啊我的話就是場佈。你看那個場地上畫很多線對不對？那個線都是我

指揮學生畫的。我們比方說有排球賽4x6的場地，吹箭的話是距離5

米，輪椅接力賽的長度是12米，我們是用地毯膠來貼，所以還有不同

的顏色。所以比如說我要先畫一個輪椅接力賽的場地，還有好幾個每

個機構需要多少位置，也不能夠畫得太散，會離主舞臺太遠，本來想

要讓他們寬一點，因為我還留通道，留太大，就覺得很對不起比較後

面的隊伍。（20180603葉_主訪） 

    在活動前的風險管理上，施秀賢和黃永旺(2010)也提及保險的重要

性，亦是不容忽視。Paiement and Payment (2011)的研究中更指出運動會

的風險管理必須更提早至訓練時期，教練會為運動員做好準備，並且完

善現場的設備。這也就是在運動會前機構必須篩選身體健康狀況合適之

長輩，或給予長輩適合程度的項目，有較安全的參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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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松柏園有一個伯伯，他大概60幾歲，帕金森氏症，那帕金森的特質

就是很容易沒電，他可能這一刻精神很亢奮，在接下來就沒甚麼電

了，像他去年的表現都很ok，但今年退化的部分就比較明顯，很容易

就沒電，所以像我們的社工在評估就會覺得很為難，到底要不要把他

納入選手名單，到底是要贏？還是要滿足長輩那個參與的心情。所以

很兩難，那我是建議把他放進選手名單，就只讓他參加一種項目。當

他沒電沒力氣時，其他人還可以補上來。（20180827黃_主訪） 

並且主辦單位也必須妥善規劃現場確保安全無虞；尤其是因對象為失能

高齡者，當天現場工作人員更需具備高敏銳度，察覺長輩的狀況和需要；

這都是風險管理的一環。 

我們會去彩排，所以我們會給建議，彩排時我們就會跟他們說，這邊

要貼起來，那邊要小心，因為我們提醒哪些東西，可能會讓長輩跌倒

的，有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的，比方說輪椅要怎麼上去怎麼下來，兩旁

要有人圍著，長輩就算是會走路，有時候可能就突然會軟腳了，兩旁

都要有志工站著，像這種就會比較細，不像一般主持人更細。像是如

果有長輩的東西掉了，我們也會馬上跑去撿起來。……像我們如果看

到哪裡會有水，我們就要過去馬上擦，在主持的時候也一樣，這是說

我們會比較細，一般的主持人只有主持念完稿……所以我們主持不是

說主持完就算了，而是一直盯著每個長輩，比方說那個長輩好像看起

來怪怪的喔，我們就馬上去關心。（20180405根_推訪） 

（四）經費的籌措 

    從我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歷程來看，大型財團法人基金會辦

理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經費來源分別為向公部門提案，獲得補助；以及

提出計畫，從民間公益基金獎金補助供應；另外，不限於機構規模或責

任隸屬皆可籌措經費來源還有包括贊助的廠商等，協會亦可有募款行

動。從蔡堡樺、李國維和楊琇琬(2012)大型企業贊助全國運動會的動機研

究可以發現贊助運動會有益於企業形象之提升、知名度的提高、銷售量

的增加，以及達成其社會責任。因此積極尋找合適廠商贊助運動會的辦

理是籌措經費來源可行方案之一。但從Kelly, Ireland, Mang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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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on(2016)也看到贊助廠商雖可提供資金挹注，其形象如菸酒商，

有所負面影響，也需要慎選。  

主因他們與松柏園有專案合作，因緣際會跟他們提到這個案子，他們

也蠻支持這樣子的理念。每年這兩個贊助商都會贊助運動會的獎金，

主因中央機關並沒有補助到獎金這個部分，在補助這方面有核銷上的

限制。做任何案子本來很多事情沒有辦法面面俱到。那我們希望促成

這個案子的成功，也不可能全部仰賴政府的補助，我們也要自己去努

力克服這些狀況。就像我講的，不可能資源沒有到位的時候，政府給

多少就做多少的消極敷衍想法，而是自己想辦法連結資源，把這個案

子做得完美一點。那為什麼我說堅持要有獎金這件事，因為比賽完之

後，這些長輩是代表機構出來參加的人，一開始初步規劃的獎牌，都

是for機構的，但那不合理啊，因為比賽的人是長輩。所以我們就跟中

央溝通，是不是可以給長輩的一個金牌，屬於他們個人的，因為畢竟

他們是代表機構出來參加的，但獎牌是for機構，但多年後，會放在機

構的某個角落也說不定。但是這個金牌是for長輩個人的，那可能是他

一生中的榮耀，怎麼不去試試看給長輩這個東西，這個其實長官們也

有認同。其實社家署的長官對我們支持很大，有時候我們把概念給他

們，他們覺得ok，就是會給我們空間去做，一個這樣專案的投入，我

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良性的互動。那獎金的部分，我們就跟他們溝

通，是不是能找企業主來贊助這樣的獎金。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筆獎

金，看是不是能夠給這些長輩加菜，或買一些他們生活所需要的必需

品給他們作為獎勵。就像是我們小學在念書時，第一名第二名可能會

有本子啦、橡皮擦啦，或是圖書禮券，這種東西其實有的時候就是要

那個「奇檬子（日語：感覺）。像這個沒有到位的獎金，我就會去找

比較ok的夥伴來支持。然後在找贊助商的部分，我們也會特別的小

心，要和運動會這部分的議題有相關性的，然後他們的企業體也是形

象較正面的，不是說誰給你錢就接受這件事。（20180827黃_主訪） 

（五）全國分區競賽的實施 

    全國大型公立機構、公設民營及私立財團法人就多達一百多家，小

型機構全國將近九百多家，而長照「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遍布全國2710

處（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其中失能高齡人口更佔多數在

社區或居家照護中。因此透過全國分區競賽的方式才可能促成更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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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區長輩有機會參與運動會而帶動平日的運動習慣建立。失能高齡者

運動會的需求非常龐大，我們也應依照需求的程度差別進行推動，機構

式的長輩能夠外出社會參與的機會遠少於社區式失能高齡者，未來在運

動會的參與條件上也可考慮保障一定的名額，以鼓勵機構參與；但也期

待透過參與運動會，使社區失能高齡者除其他活動，也能看重規律持續

運動的重要。 

    1.北、中、南分區競賽 

    透過分區的競賽，期待未來運動會能夠往下發展推廣全國失能高齡

者動起來，也有機會向上發展屬於失能高齡界的帕運比賽，讓失能高齡

者在運動上也能夠有發揮和努力的目標。 

只要是現在隊數我覺得還不夠多啦。有跟永信談過啊，但畢竟現在機

構還不是很多啦，我們的老人福利機構有100多家，現在參加只有30

家而已喔。小型機構法規規定不是我們提供補助，所以他們也不會來

參加。所以說如果要讓所有機構都進來，就需要分區舉辦。 

（20180325陳_推訪） 

我的願景喔，其實就是不會停留在每年都辦一次這樣大型運動會，而

是未來能夠在各縣市辦預賽或是選拔賽，就像全運會一樣。比如說，

以後每個縣市老人要來參加比賽，現在那個區域，先辦預賽……對，

就是那個概念。比方說今天假如是比飛鏢，現在臺北市比個飛鏢，所

謂臺北市代表隊的選手選拔，他先做選拔，選拔完然後能夠一步一步

進入全國的比賽。或是未來我們的全國運動會，也能夠加入老人組，

這也是一個機會，但我知道這個難度很高而機會是很小，因為全運

會，一定是走競技項目，但如果假設我們也可以比照這樣子放進去，

還有蠻多可以做的，我的意思是說運動會能夠遍地開花，是每個縣市

都在舉辦，像現在運動會，全國只有30個機構可以參加，那其實是不

是各縣市都可以舉辦？那如果每個縣市都可以舉辦，就表示每個機構

都有在運動和練習，那推廣會更有力。（20180326姜_專訪） 

當然希望要繼續辦下去啊，有一些人會建議是不是北、中、南都可以

各辦一場？然後再辦一場決賽，但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且走且看啦。

因為長輩的健康情形真的是跟一般的年輕人不一樣。有時候幫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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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活動，可以說三年怎樣五年怎樣。但目前住在機構的長輩，都是戰

後嬰兒潮之前的長輩，他們年輕的時候比較沒有運動的習慣，但以後

在戰後嬰兒潮的人步入銀髮年齡的時候，會不會有不同的想法，我覺

得也要與時俱進，因為時代背景。（20180430趙_主訪） 

2.機構、日照、社區失能高齡者皆能參與分區競賽 

    失能高齡者，住在機構、日照、或社區，若太少活動的刺激，失能

程度都可能往更嚴重的方向發展，而需耗費更多醫療資源外，面對個人

本身亦會大幅度降低其生活品質；因此運動休閒對於無論居住何處的失

能高齡者都是同樣重要的。 

也有啊也有啊，有一些社區也是有需要，比方之後辦縣市，比方說依

照障別，假使說有的老人家練的好，還能參加身障運動會。 

（20180326姜_專訪） 

那因為我們目前是集中式的去比賽，是組隊和團體。將來有沒有可

能，我們做的這個比賽，失能的程度會越來越重，還是會越來越輕，

往兩邊發展，那個時候失能老人是不是有可能出現在日照，也可能是

家人照顧的，他能不能參加比賽？（20180823姜_專訪） 

    3.依需要分階段實施推動參賽邀請範圍 

    參與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需求其實非常龐大，需要按部就班來推

動，比較上，入住機構的失能高齡者在社會參與及活動機會相對社區為

少，因此是我們必須先關注的對象。 

那為什麼我們會focus在機構長輩，因為他們出去的機會實在很少很

少。但社區有太多的活動了，他們也不認為說運動對他們來說特別特

別的重要，或特別會去珍惜，因為對他們來說在家裡很多東西都是垂

手可得的，像是隨時都可以出去遊覽。（20180827黃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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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廣協會整合資源推動辦理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不同規模之機構，或成立之單位隸屬管理不同，

亦或屬於不同居住模式間的群體，因其本身業務的繁忙，彼此間交流的

機會、資訊流通共享的機會是較少的，也是失能高齡者運動及運動會無

法順利推展的阻礙。因此從SWOT的欠缺資訊流通管道的劣勢和全國各

地大量需求的機會分析中，發想出成立協會，專注於推動失能高齡者運

動的業務為其解決策略；因國內即有不少因發展協會在推展運動成功的

例子。為推展壁球此新興運動，曾有王瑞文先生連結壁球運動與飯店俱

樂部，每年舉辦聯誼賽，並於1995年成立協會，推廣英、美式壁球。並

派代表參與世界運動會技術代表會議，將國外資源引入臺灣協助推動發

展；促成國內聯誼賽徵選選手，並參加國際成人錦標賽；在政府輔導下

聘請國際級教練進行教練研習以培育未來選手，普及裁判及教練研習；

也加入國際相關組織且赴外學習，使我國壁球運動佔有一席之地（方雩、

王文瑞、徐靜輝，2009）。而羽球方面，歷經協會自民國43年開始推動，

辦理全國及國際比賽，抑或參與國際賽事、提昇運動水準，提升羽球為

國球更是功不可沒（張妙瑛、張婷翔，2010）。跆拳道協會亦於民國62

年成立，根據林怡君、蔡耀程、賴姍姍(2008)研究指出，透過計畫、行政；

訓練、競賽；裁判、晉段；國際關係、新聞等分工使授課和國際接軌，

透過分區承辦全國中正盃，由競賽組辦理國際標之選拔賽……等，因跆

協的配合為我國能拿下雅典奧運2金1銀的成功關鍵之一。我國亞奧運單

項協會，是各項運動發展之重要媒介，尤其是國內外公共關係的溝通上

（林怡秀，2011）；而韓國的全民運動推展中，全國單項協會也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李宰均、黃永旺，2009）。從各方的經驗，看到

協會具有聯繫資訊、連結資源、統合辦理我內外賽事之功能，為推動我

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可發展之建設性方向。Xie, Yeatts and Lee (2013)在

美國休閒及娛樂協會即透過發展園區和娛樂專業的認證、水上設施操作

 



 

174 
 

員的認證和遊樂場安檢檢查員的認證來推展其休閒和娛樂事業，國情雖

有不同，但亦可看到透過協會推展的例證。 

    總結以上，透過SWOT分析歸納之結果，與研究參與者針對未來發

展訪談部分所進行之討論後，我們期待現階段能夠繼續在倡議上，將演

講、課程、運動會成果，藉由網路的媒介分享，提升全民對失能高齡者

運動休閒的觀念，建立健康活躍的運動文化；並繼續透過教育進行傳承

的工作。也冀望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研究工作，使運動會的成效得以建

立，使各界舉辦或參與運動會更具信心。並期望有更多機構能夠踴躍辦

理或參與運動會，未來也發展成熟的分區及真正的全國競賽，使國人關

注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熱誠也能提升至其他賽事的程度。為達成全國失

能高齡者運動文化及風氣建立的目標而推展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辦

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瞭時代不斷在改變，運動會發展也需與時俱進，

科技亦日新月異，運動的方式和運動會的形式也將隨之因應調整，包括

運動的頻率、運動的項目或方式……等。這一切的努力，都有一個不變

的目標，就是我國失能高齡者不僅延緩失能，更能健康促進，也能夠邁

向成功老化的新境地。 

    

戰後嬰兒潮取得的資訊方式比較多，但是之前的長輩沒有，因為他們

務農比較多，因為像我們的爸爸媽媽，或是阿公阿嬤那一代的，以前

都是賺錢養家為主，但現在戰後嬰兒潮的人，取得資訊的方式比較

多，比較知道怎樣防止老化。所以當你以後年老的族群不一樣的時

候，我們都會去做一些調整。老化的過程絕對是免不了的，在老化狀

態和那時候所做的事，卻是不斷會被改變的。像現在的人很多都會去

做運動，很多運動俱樂部什麼的，那以後住進機構的人，運動方式應

該也會有很大的改變，那這個就要未來跟姜老師再好好討論一下了。

（20180430趙_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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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探究武林盛會成果報告及實務學術建言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結果第一部分，以詮釋觀點之歷史研究法回溯「『創齡，

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發展歷程，重現十年間發展之

歷史脈絡；並分別從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

展期、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之發展過程中，發現各項發展

元素的重要性與限制。第二部分則由SWOT分析問題所得，與研究參與

者關於未來發展綜合討論之研擬解決策略之結論。以上詳列於第一節、

研究的結論；針對結論提出對發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具體建議於第二

節；並於第三節記錄本研究之限制，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的結論 

 

一、自我國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十年歷程所得之結論 

（一）透過倡議萌芽及運動發展期之發展歷程 

1.失能高齡者能夠運動之觀念的推展有其重要性 

    在養護機構發展早期，普遍對於失能高齡者的認知為既住進機構，

表示生理功能具某種程度失能，需要協助，重點在維持其生命的存活，

較無考慮生活品質的部分。但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看到政府主事者認知

到健康老人可以，失能長輩也應該可以，並存看重其社會參與的觀念；

而姜老師也透過課程和演講，不斷將失能高齡者也應該運動的觀念灌輸

與會的機構負責人，開始了在機構間的推展，從運動開始至後來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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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然而目前參與的機構和全國失能高齡者的養護機構數仍有大幅

度的落差。因此觀念的推展仍需持續，直到全國地方政府的主事者、各

機構的負責人、專業照護人員，甚至全民建立正確觀念，瞭解失能高齡

者也有運動權，一起參與關注並支持，使運動文化也能建立在失能高齡

的族群，全面改善其健康及生活品質。 

2.種子培訓方式推廣失能高齡者運動有其限度 

    因種子培訓的對象皆為機構專業照護人員，本身有其個人繁重之工

作量必須進行，並且幾乎大部分會有離職、轉職、調動等問題，而容易

造成培育人才之流失，是造成落實不佳的主因。此結論也可為其他期待

透過種子培訓進行的方案作為借鏡，並思考積極應對之道，降低人力的

過度使用及人員流動之干擾因素。 

3.為失能高齡者辦理「目標性」的活動可促進運動動機及頻率 

    從發展歷程初期的表演賽，長輩為了表演就必須花時間練習；到後

來四屆運動會，當其口碑被建立，失能高齡者亦認同此為失能高齡界的

全國運動會，自己身為選手，代表自己的機構與其他失能高齡者同臺較

勁，並且看到或聽聞其他得分高、士氣高的機構，平日是如何鍛鍊選手，

都會自主提升運動練習的質與量。生活有了目標，運動動機自然提升，

也連帶增加了運動的頻率，使運動練習在機構中更為頻繁。此為辦理「目

標性」活動最大的益處。 

（二）透過運動實驗及運動會嘗試發展期之發展歷程 

1.實驗研究的結果有助於失能高齡者運動觀念的推廣 

    在發展歷程的第二階段，大量的實驗研究肯定了運動對失能高齡者

在生理、心理、社交健康的助益，實驗證明的結果會帶給政府主事者及

機構負責人信心；研究者由此四屆運動會所帶來在生理、心理、社交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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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效果之質性資料也肯定了運動會的發展之效益。顯見未來必須繼續

支持運動會相關研究繼續地進行，以取得更多相關確據。 

2.籌辦運動會之管理規劃具關鍵性之影響 

    在運動會的嘗試發展期，雖然因在發展初期，因著各樣第一次的嘗

試和不確定性，會感受到混亂與負評。但是失敗總為成功之母，因著此

次全國老人福利協會第一次的勇敢嘗試，才有了能夠改進和檢討的機

會。成就了未來更具條理、妥善規畫的運動會辦理。而在規模、人才都

較齊備，且積極負責的永信基金會承接下，每一屆不斷改善規劃運動會

辦理相關事宜，使運動會的發展越趨成熟，是為運動會成功的關鍵所在。 

（三）透過運動套裝課程及運動會基礎奠定期之發展歷程 

1.合適的套裝課程可促進運動的推展 

    運動是一門專業，需要養成的教育，就如運動休閒套裝課程中的每

個動作的設計，都是經由專家會議研究發展而來，皆有其訓練肌力相對

期待達成之目標。這必是一般機構專業照護人員透過種子培訓也難以達

成的理想。但透過運動休閒十組套裝課程及STS坐到站系列的專業教練

標準化動作，加上GOOD TV好消息電視臺投入高品質的拍攝、字幕、配

樂全備，是機構或一般居家失能高齡者都適合一起跟著做的優質影片示

範課程。 

2.網路平臺的風行可促進失能高齡者運動會觀念的推廣 

    以上提及之套裝課程更因上傳至YouTube，廣泛的流傳於Line、

Google、Facebook及百度等網路平臺之間，更達到能夠上高山、能夠跨

國之效益；在四年成功運動會的過程中不乏有機構拍攝影片、照片，也

可透過這些普及的網路平臺，將失能高齡者參加運動會的成果廣傳，帶

來觀念的翻轉和改變。 

 



 

178 
 

3.辦理單位的團結分工合作是籌辦成功的重要關鍵 

    由於永信基金會已連續承辦多屆運動會，相關成員對其分工都十分

熟悉，並且可不斷加以精進，不管是在運動會籌備過程中的提案、說明

會辦理、競賽項目的更新、經費的籌措、獎項、獎勵的預備、賽制的檢

討調整、中午辦桌的菜色更新、志工的訓練、當天主視覺的呈現、場控、

流程的管理，無不次次精益求精，使每一年大家都對運動會充滿期待。 

4.參與單位和照護人員的積極配合可促成長輩運動及參與運動會 

    長輩要能夠走出機構參與運動會，機構負責人的支持和照護人員的

配合是最重要的功臣。在其有具備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的正確觀念下，

機構負責人（和主辦單位）也必須負起風險管理的責任，而照護人員也

因看到長輩的生命生活態度上的轉變也更樂於參與服務其中，從早起，

預備出門，到全程的陪伴，與失能長輩同樂。 

5.資金的充裕是運動會圓滿的重要關鍵 

    在運動會的辦理上，充裕的資金必是最重要的。政府對繼續在補助

上的支持、辦理活動單位如何開發新的財源、贊助商的支持，甚至發起

募款，都是未來運動會辦理中重要的一環。 

（四）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在運動、生理、心理、社交方面有具體改變

之效益 

    具目標性之運動會可促進失能高齡者日常更自主、更頻繁的運動鍛

鍊，並進入鍛鍊後更健康之良性循環。也因為要徵選加入選手，連帶使

失能高齡者更注重其生理健康。能夠參加運動會，擁有機構代表選手的

身分認同，也助其重拾生命尊嚴；其目標性也能促使恢復心理活力。在

社會參與及互動方面，透過運動訓練可增加對內社交，比賽過程增進對

外社交，比賽結束更能促進與住民、家屬的交流，對社會參與的活絡有

 



 

179 
 

正面的成效。 

 

二、由SWOT分析問題所得，與研究參與者關於未來發展綜合

討論之研擬解決策略之結論 

（一）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益處觀念的推展有其關鍵性 

    政府主事者的觀念會影響其政策的推動；而機構負責人的認知也會

影響其機構決策的執行；而照護人員必須建立觀念才能夠參與支持，家

屬及全民意識到失能高齡者運動的重要才會予以關注。而全臺仍有許多

地方政府、各大小機構及全民需要我們去努力倡議，傳遞正確的觀念，

正視失能高齡者運動權益，及其帶來之效益。 

（二）透過量化及質性研究確立運動會對失能高齡者健康之效益有其助

益性 

    針對運動會所帶來的成效不論是量化或質性的實證研究結果都非常

重要，對推動運動會之主辦單位，或機構負責人及參與機構以及我國福

利政策的推動，都會具有正面影響力。 

（三）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動辦理有其重要性 

    失能高齡者不只在機構，有更大的人口群在社區居家中，未來也是

我們要推展服務的範圍；需要發展機構式或社區式運動會，以及未來分

區舉辦、縣市運動會辦理中，可參與之對象之規劃都是需要個別考量進

行延伸發展，並且更新項目和賽制，邀請家屬加入、建立志工的訓練機

制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如此龐大的需求量，也體會到整合資源、分享

資訊及交流的重要，才能促成全國失能高齡運動文化及風氣的建立。 

     

 



 

180 
 

三、運動會舉辦可促進文化交流，促使跨領域共襄盛舉，提升

整體規模經濟 

（一）文化方面 

    運動會中設計了展現各機構特色的環保造型秀競賽，如屏東私立椰

子園老人養護之家，即以南洋椰子風情為造型主題，桃園仁愛之家則以

桃太郎裝扮出場；宜蘭私立聖嘉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把在地特色的龜

山島、童玩節、三星蔥、溫泉、牛舌餅……等創意表露無遺；不僅將運

動會提升至文化交流層次，更能藉機將原本隱沒在臺灣鄉鎮裡的機構，

推向文化的舞臺。 

（二）餐飲方面 

    永信基金會從2014年起，每年別出心裁地連結臺中五星級大飯店主

廚一同投入運動會會後的懷舊辦桌餐敘，從40桌次增加至2017年席開64

桌，其所促成之經濟效益不可小覷。不論是2009年的高雄世界運動會，

或2017年的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皆看到餐飲業大力競標投入，不只讓

國際選手難以忘懷，更能活絡餐飲市場經濟。透過飲食文化亦能體現臺

灣美食特色，有機會獲得宣揚。 

（三）交通方面 

    由於參與機構橫跨全國，需要動用之交通資源，包括各縣市復康巴

士、遊覽車、臺灣高鐵，未來若分區舉辦，縣市內低底盤公車租借也成

為選擇之一。不僅可促使各交通單位用心思考規劃無障礙的設置，提升

臺灣成為高度重視人權及無障礙之國家形象，交通的支出，也是促進經

濟流通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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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方面 

    舉辦運動會過程中，需要結合各種單位的挹注，從前期預備，各式

運動競賽器材的購買；運動會當天包括場地的租借、流動廁所的租用、

輔具廠商的支持、尿布、礦泉水的供應、獎牌獎項的製作、獎品的提供……

等。運動會結束，還有影片的剪輯、各機構的慶功宴，皆能帶動整體經

濟的發展。 

 

    綜合上述，從歷程的發展，我們瞭解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觀念推

廣的重要、也看見「目標性」運動會辦理對運動促進的助益；實驗研究

對運動會推廣的重要性，及籌辦運動會的規劃管理及分工合作、參與單

位和照護人員的積極配合皆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以及見識套裝課程的效

果及網路傳播的影響力。並透過本研究也略窺運動會對失能長輩全方位

健康的成效；在解決問題策略方面強調觀念繼續的推展、透過更多研究

來確立運動會的效益，以及因應未來發展模式繼續推動辦理失能高齡者

運動會。最後，更看到運動會的舉辦，其影響不僅止於在運動上能達到

延緩老化、健康促進；其層面已觸及文化交流的層次；經濟影響更達提

升整體規模經濟之效，所帶來的周邊經濟效益不容忽視；也關係到我國

是否能夠成為一個重視身障權益，以通用設計為考量，在場地和交通全

面無障礙的先進國家，以上為本研究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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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文「『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十年

歷程所得之結論；及自SWOT分析運動會歷程之經驗發展推廣運動會之

策略，並與研究參與者之未來願景進行討論提出的展望所得之結論，研

究者對我國未來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一、觀念建立方面 

    在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方面，由相關專家學者，繼續透過演講、課

程，提供有需求之養護機構或日照中心、社區活動中心分享相關議題，

並錄製存檔，上傳至可供下載之網路資源平臺（如未來發展失能高齡者

運動暨運動會推廣協會之架設網站）使資源能夠共享；亦可上傳YouTube

使重要觀念可透過Google、Facebook、Twitter、Line等網路媒體平臺，達

成更廣泛之流傳，發揮其影響力的教育目的，建立全民對失能高齡者能

運動、應運動，能參與運動會的正確觀念。現階段亦可鼓勵參與之人員

記錄陪伴參與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感動故事或勵志之例證，投稿於相關

刊物（未來若有失能高齡者運動推廣協會也可成立會刊鼓勵分享）。在

傳承方面，期待透過學術界的教育者，藉由相關科系（如老人照顧學系、

高齡健康照護學系、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系、高齡

服務及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老人

服務事業管理學系、高齡照顧福祉系、長期照護系……等（衛生福利部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2017, 8, 14）、復健諮商研究所……等）傳遞失能高

齡者運動及參與運動會之理念，深耕下一代，使我國在推動失能高齡運

動及運動會上能夠傳承、發揚，不至於有斷層之現象，反倒能夠透過更

多思考啟發，使推動失能高齡者運動休閒的專業及未來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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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方面 

    目前現階段較多研究著墨於失能高齡者運動，運動會相關研究則付

之闕如。建議未來可透過量化及質性研究，透過深入訪談各優等及甲等

機構失能高齡者參與運動會之心路歷程的轉變，確立運動會對失能高齡

者生理、心理、社交健康之效益，及生命、生活品質的提升……等瞭解

失能高齡者運動會對其生理、心理、社交健康的影響及成效。另外，可

針對在參與運動會後，對「機構營運成本的影響」、「參與者在醫療照

護成本的使用有無降低」……等議題，進行繼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三、失能高齡者運動會辦理方面 

（一）建議透過政府評鑑推動失能高齡者運動會 

    向政府主管機構評鑑機關相關單位傳遞失能高齡運動會之成效，敦

使主事者透過評鑑或認證規範的制定，在失能高齡者照護機構的生活照

顧及專業服務指標中（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6）加入健康促進

方面的指標內容。而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已於「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

證2.0（長照機構版）」涵蓋「住民健康促進」之內容（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2018, 4, 25），可透過評鑑人員鼓勵機構參與運動會。 

（二）建議設計各式失能高齡者運動會辦理及參與之SOP 

    目前「『創齡，銀向樂活』全國福利機構運動會」已辦理至第四屆，

若可整理其計畫，設計機構版辦理與參與運動會之SOP操作手冊，並加

以延伸設計社區式失能高齡者運動會辦理與參與之SOP操作手冊，除基

本計畫辦理內容外，內容特別整理志工訓練方式、風險管理制度，並設

計邀請家屬投入之項目及方式，做為推廣之基本範本，供欲辦理之單位

參考使用，以促進提高辦理及參與運動會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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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成立失能高齡者運動暨運動會推廣協會 

    為解決失能高齡者分布於不同照護環境，隸屬管轄單位不同之間造

成的資訊不流通、資源無法共享……等問題，建議由有志之士擔任發起

人，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書、章程草案及30人以上發起人名冊以申

請許可，經籌備會及成立大會，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內政部，2011）。

並透過會員大會研擬協會欲推動運動會之方式；架設網站整合相關資源

以利共享；並繼續傳遞理念；透過提案、尋找合適贊助廠商、募款……

等方式籌措經費，連結資源以推動全國各地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辦理。 

（四）建議政府跨部會整合關注，跨領域單位共同參與 

    舉辦運動會所需支持之層面極廣，若未來我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繼

續朝向分區舉辦，繼而最後能夠籌畫真正的全國性失能高齡者賽事，目

前主辦之衛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在場地方面，能結合內政部營建署進

行建物或場地無障礙的更新規劃；在交通方面連結交通部，不論是臺鐵、

高鐵的無障礙措施，或復康巴士的採購以支應需要；與文化部合作，藉

由運動會推展在地飲食文化，及彰顯機構文化特色之園遊會、攝影展、

畫展…..等。展望未來，若因運動會辦理的風行，有機會成為國家政策，

更能於行政院衛福部編列預算，提供穩定支持。以上透過跨部會整合的

討論，將使我國失能高齡者的福利和健康能得到全面的支持和關注。而

也需要民間跨領域，舉凡交通遊覽車，私人復康的支援；餐飲業的支持

投入；風險管理需要保險業的協助；尿布、輔具、礦泉水、獎項、獎品

等贊助商的加入，使運動會經由共同的努力，在未來有有機會提升能見

度，在國際間傳為美談，也為我國國際形象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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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過程因各樣限制，在一定的研究範圍中進行探究，其限制如

下： 

一、蒐集文獻的限制 

    針對「『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的發展歷程，

是透過相關方案計畫歷史文獻回溯，盡所能還原歷史脈絡，歷時十年的

資料或有缺失，但就重要蒐集到之文獻及運動專家、活動主要籌畫者和

參與推動者之記憶，及訪談結果之範圍進行分析探討。 

二、研究者本身的限制 

   經過歷史的回溯，時空背景的不同，研究者不在情境中，僅能透過蒐

集活動推動當時歷史文獻及運動專家、活動主要籌畫者及參與推動者記

憶所及之時代背景進行理解。 

三、研究對象的限制 

  研究對象為發展歷程中參與之運動專家、活動主要籌辦者及參與推

動者，僅能以可受邀約對象之訪談內容為主，進行探討。 

四、研究時程的限制 

    永信基金會於2018年10月17日繼續舉辦了第五屆之「『創齡，銀向

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但本研究時程僅限制至2017年10月

25日第四屆運動會為探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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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全文，透過本研究，回溯「『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

機構運動會」的歷史脈絡，希冀我們這一代能夠承接起前人為推動失能

高齡者運動而促成運動會辦理的不挫精神和寶貴經驗；也藉推展過程發

現未來發展之困境，研發解決問題行動策略，予以提出實務及學術上之

建議；加上長照2.0實施，將有更多實踐機會。由運動會發展歷程的全貌

亦洞悉運動會的舉辦能夠促進文化交流，且具提升整體規模經濟之價

值。因此在推動我國失能高齡族群能夠健康老化、成功老化的願景有朝

能夠獲得實踐之際，更放眼運動會的舉辦，能夠帶動文化和經濟的活絡，

建立國家重視人權及無障礙環境的正面形象。論文執筆至此，尚未結束，

乃期待能夠承先啟後，為我國身處弱勢中之弱勢的失能高齡族群，盡份

心力，讓臺灣成為真正健康、成功老化的高齡國家；也期待透過運動會

的推動對國家整體發展有益，不僅有助失能高齡者，更能夠嘉惠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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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 

親愛的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顏菲菲，目前

正於姜義村教授指導下進行論文研究。 

    我的論文題目為「探究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以『全國老人

福利機構運動會』為例」。會關注此一主題是因在就職於養護機構社工

時有感於運動對失能高齡者之重要性及推動之困難。於106年10月25日有

幸參與觀察「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全程活動，

在每個參賽長輩身上看到健康、喜樂與活力，且知悉此運動會有其發展

之歷程，而您為參與過程的推動者之一，因此期待透過邀請您參與訪談，

來瞭解「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整個從倡議到研

究及實踐與專業合作的發展歷程。希冀研究結果能提供政府體系及民間

機構作為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展之參考。 

   本研究將以一對一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訪談時間一次約60-90分

鐘，地點選擇您方便之會談室，全程將以錄音方式進行，錄音為謄逐字

稿之用，於研究後將加密妥善保管，以維護您個人權利及確保研究倫理。

但由於您為公眾人物，因此會先徵得您之同意，公開您的姓名，僅為研

究之用。若對於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您與我聯繫，感謝您的協助與

參與。 

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指導教授姜義村教授  研究生顏菲菲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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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計畫名稱：探究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以「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

動會」為例 

研究機構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經費來源：自籌 

計畫主持人： 姜義村         職稱： 教授      

共(協)同主持人：  顏菲菲          職稱： 研究生 

※研究計畫聯絡人： 顏菲菲       

1.研究背景與目的： 

   全球高齡化是世界的趨勢，而臺灣身為地球村一員也是如此，由於經濟起飛、

醫藥進步、環境改善及營養的注重，預計民國107年，65歲以上老年總人口比例將

突破14.6%，擠身高齡社會之列，推估民國114年會達到20.1%，成為超高齡社會（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老年人口數不斷快速增加中。而內政部公布「104

年簡易生命表提要分析」，國人的平均壽命達80.2歲，均創歷年新高（內政部統計

處，2015）長期而言，國人零歲平均餘命仍呈現上升趨勢（內政部統計處，2016）。

人口老化和平均餘命的延長，接踵而來是退化失能的機率的增加，國家社會醫療照

護成本的負擔亦會提高。綜觀文獻皆指出運動對一般健康、罹病、失能高齡者皆有

益處。而一由運動專家及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所創辦的「創齡，銀向樂活—全國老

人福利機構運動會」則為此因應而生。 

    本研究旨在探討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之緣起、歷史背景、脈絡、助力、

阻力、要素和願景，希冀研究結果能提供政府和民間機構在長照計畫推動時也能重

視運動會推廣的重要，並提供政府體系作為失能高齡者運動會推展之參考。 

2.研究方法及程序： 

    本研究為重建「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之歷史脈絡，以了解運動會的發展

過程及要素，在蒐集相關史實後，欲訪談參與籌備之運動專家和活動主要籌畫者，

及參與推動者，採用詮釋觀點歷史過程研究分析法賦予使事件新義。 

    預計採用立意取樣約20位研究參與者，研究時間計畫在2018年3月8日至12月31

日之間。需要研究參與者撥冗1-2次60-90分鐘的時間，於研究參與者方便之地點接受

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訪談將以錄音方式記錄及現場紙筆記錄受訪者之語調、神情。

並因研究需要，須公開其姓名及肖像，先行取得其同意，並簽署同意書。之後訪談

錄音會謄為逐字稿，並寄回給受訪者檢核並簽署檢核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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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產生之副作用、危險及處理方法： 

    本研究計畫的訪談對象是生命性格較為健康穩定之專家學者、活動主辦者，及

參與推動者。但在推動高齡者運動會的緣由，或許會有親身經歷等之影響因素；在

大時代背景的環境下推動運動會也可能有許多艱難挫折，會牽動其情緒波動。但在

過去經驗中，其副作用的發生率不到百分之一。若有此情況，研究者當尊重其是否

分享之意願，採尊重、聆聽、同理接納的態度處理之。 

 

4.研究預期效果與對研究參與者的益處： 

    藉由運動專家和活動主要籌畫者，及過程中參與推動者之訪談結果，可使整個

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的發展有更加深度並務實的瞭解，期待能複製成功經驗，惠及我

國更多機構的失能高齡者。而其研究成果也將成為推動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之專

家學者、籌辦者及參與推動者的鼓舞。本研究中並無給予實質報酬。 

 

5.參與研究的條件，及研究進行中的禁忌或限制活動： 

    研究參與者為立意取樣的運動專家和活動主要籌辦者，及參與推動者，是為其

參與研究之條件，本研究並無特別之禁忌或限制活動。 

6.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 

(1)研究資料使用地點：僅於國內使用。 

(2)研究資料性質、保存人員、保存地點、保護方式：本研究將保存紙本資料與電子

檔案，由計畫共同主持人負責保存，紙本檔案存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碩士論文存

放櫃中，電子檔案儲存於計畫共同主持人以密碼保護的電腦中，僅計畫共同主持人

持有密碼。 

(3)本研究將保存資料於114年12月31日為止，即銷毀，屆期將以碎紙機銷毀，並自

電腦中刪除所有資料。 

(4)機密性：本計畫於由於受訪者皆為公眾人物，因此在取得其同意後，可公開其肖

像及姓名，但僅為研究之用。本研究不適用保密及匿名原則 。 

 

7.研究之退出與中止： 

您可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您可隨時撤銷同意，退出研究，不需

任何理由。若您決定撤回同意，可與計畫主持人或聯絡人聯繫，以利協助您退出

研究。您也已充份了解計畫主持人、經費來源單位 ，或研究計畫監督單位亦可

能於必要時中止本研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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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損害補償或保險： 

本研究所訪談之對象為與計畫主持人多年產學合作之夥伴，基於互惠原則，訪

談後除了餐費及車馬費補償受訪者之外，本研究提供受訪之感謝狀，並進一步提供

未來專業諮詢與合作空間，作為適度之補償。除前述之補償原因與方式外，本研究

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 

本研究並未安排保險。但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權利不會因此

受影響。 

9.參與者權利： 

1)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妥善地向您說明了研究內容與相關資訊，並告

知可能影響您參與研究意願的所有資訊。 

2) 若您有任何疑問，可向研究人員詢問，研究人員將據實回答。 

3)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留存。 

4) 如果您因參與本研究而感到權益受損或受到傷害，請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聯絡（電話：(02)7734-1394、(02)7734-1395或 電子郵件信箱：

ntnurec@gmail.com）。 

 

10.聲明及簽名： 

研究者聲明 

我本人或我研究團隊中的一位成員（已獲授權者），已對研究參與者解釋過本

研究，包括本研究的目的、方法與參加本研究可能的相關危險性和效益等。參

與者所提出之疑問，均已予以答覆。 

解釋同意書之研究人員（正楷）   （簽字）日期____________ 

計畫主持人姓名（正楷）       （簽字）日期 ___________ 

 

參與者聲明 

我已了解以上的資訊且同意參與此項研究計畫。 

 參與者姓名簽名（正楷）           （簽字）日期 ____________ 

  

 

 

 

mailto:ntnure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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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問題（一） 

（訪談參與運動會設計之運動專家之用） 

一、關於動機：您會如此關注高齡者運動，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嗎？ 

二、關於推動： 

1.推動過程印象最深刻或最感動的事？ 

2.推動過程覺得最大的困難或挑戰為何？如何面對和突破？ 

三、關於每一個運動相關活動的構思：其想法和靈感的引發有什麼樣的

故事嗎？（如圖一、臺灣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歷程圖，30） 

四、關於展望：對於未來高齡者運動會之發展，有什麼樣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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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問題（二）（訪談運動會主要籌畫者之用） 

 

一、關於葉主任在永信： 

1.在機構中主要的業務？ 

2.您看見老人家需要什麼？有故事可以分享嗎？ 

3.關於因由：請問有什麼樣的故事或因緣際會，使您投身在此運動

會的推動?  

二、關於專家與機構合作歷程：請問邀請運動專家姜義村老師和永信基

金會合作的歷程（時間及發生的故事？） 

三、關於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 

1.在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上所扮演的角色？ 

2.四次運動會的運動項目分別為?（和2017年10月25日之五項活動比

較各分別有增加或減少之項目嗎？） 

3.四年籌備過程當中最難忘最印象深刻的事？ 

4.四年籌備過程過程中覺得最困難突破的部分？ 

5.未來對自己，對基金會的期待和對運動大會的期許？ 

四、您與運動專家姜義村老師推動高齡者運動會相關活動的動機是什

麼？（如圖一、臺灣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歷程圖中之相關

活動，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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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三） 

【訪談參與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歷程之參與推動者用】 

一、主題：探究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以「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

動會」為例 

二、訪談對象：參與推動者  

三、訪談時間：約60分鐘~90分鐘 

四、訪談地點：受訪者方便之場所 

五、訪談問題： 

1.請問您參與哪一個研究案或活動的研究或推動？ 

2.請問您在思考研究或活動的時代背景及構思發想和思維為何？ 

3.請問您認為所參與之研究或活動在整個發展歷程中的位置、價值、貢

獻為何？ 

（如圖一、臺灣全國老人福利機構運動會發展歷程圖中之相關活動，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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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札記 

 

訪談札記  編號：             

受訪者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觀察 

 

 

 

訪談重點內容 

 

 

 

研究者訪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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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研究檢核函 

親愛的研究參與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接受訪談，協助本研究順利進行！ 

    研究者已將訪談後之錄音檔整理成逐字稿，煩請您過目，並且可將

逐字稿中與您原意不合之處，在逐字稿中直接刪改。也請您評估此份資

料是否能反應您的實際經驗，且可寫下您的感想，您寶貴的分享可成為

研究者日後資料分析參考之用。 

□我已檢視過「探究機構失能高齡者運動會發展—以『全國老人福利機

構運動會』為例。」的訪談資料逐字稿，此份資料與我的實際經驗符合

程度約為：                         % 

■閱讀完此份訪談資料逐字稿，我的感想是                   

研究參與者簽名：               簽名日期：                                                           

    也懇請於      月       日前，就所修改完成之資料及本檢核函簽

名後，一併寄還給研究者。如您對此有任何疑問或意見，也歡迎隨時跟

我聯繫。誠摯地感謝您的大力相助，並致上竭誠的祝福！ 

敬祝  生活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指導教授姜義村老師  研究生顏菲菲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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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教育部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修課證明 

       （研究生顏菲麗於民國107年1月19日更名為顏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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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臺師大研究倫理線上課程研習證明 

       （研究生顏菲麗於民國107年1月19日更名為顏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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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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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書（變更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