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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 文明極度發達， 造就坐式生活型態。• 文明極度發達， 造就坐式生活型態。

• 運動不足症威脅國人生命與健康品質。

• 重視規律運動的習慣並保持良好的健康體
適能是現代人追求健康最重要的做法之一。適能是現代人追求健康最重要的做法之一



個人健康的主要威脅個人健康的主要威脅

• 威脅生命健康的疾病一般為兩大類—• 威脅生命健康的疾病一般為兩大類—
『傳染性疾病』 與『身體機能退化性疾病』

• 根據國外研究發現傳染性疾病越來越少，
相對地，身體機能退化性疾病卻已成為現相對地 身體機能退化性疾病卻已成為現
代人生命健康的主要威脅。



美國死亡原因類型美國死亡原因類型

傳染性疾病

機能退化性疾病

1910 1930 1950 1970



身體機能退化性疾病身體機能退化性疾病

早期 現代

生產農工業 知識經濟
生活型態

生產農工業

身體勞動

知識經濟

坐式生活

活動方式 走路、 樓梯 搭車、 電梯

休閒方面
生活勞動即是

坐式休閒休閒方面
休閒活動

坐式休閒

90年代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公佈：

不當飲食與缺乏運動是造成死亡的二大主因。不當飲食與缺乏運動是造成死亡的二大主因



台灣人口主要死因台灣人口主要死因

民國93年

死亡原因 順位
死亡

人數

死亡

百分比%
所有死亡原因 124 991 100 00所有死亡原因 124,991 100.00

惡性腫瘤 1 36,357 27.20
心臟疾病 2 12,861 9.62,

腦血管疾病 3 12,339 9.23
糖尿病 4 9,191 6.88

事故傷害事故傷害 5 8,453 6.32
肺炎 6 5,536 4.14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7 5,351 4 00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7 5,351 4.00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8 4,680 3.50

自殺 9 3,468 2.59
高血壓性疾病 10 1,806 1.35

其他 133,679 25.16



台灣老人主要死因台灣老人主要死因

民國93年

死亡原因 順位
死亡

人數

死亡

百分比%
所有死亡原因 88 291 100 00所有死亡原因 88,291 100.00

惡性腫瘤 1 21,710 24.59
心臟疾病 2 9,963 11.28,

腦血管疾病 3 9,443 10.70
糖尿病 4 7,050 7.98
肺炎肺炎 5 4,852 5.50

腎炎、 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6 3,839 4.35
事故傷害 7 2,454 2 78事故傷害 7 2,454 2.78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8 2,128 2.41
高血壓性疾病 9 1,566 1.77

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氣喘 10 1,158 1.31
其他 24,128 27.33



• 根據研究證實： 許多疾病與缺乏身體活動都有根據研究證實： 許多疾病與缺乏身體活動都有
關係，如冠狀動脈、糖尿病、高血壓、肥胖症、
下背痛等。下背痛等

• 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心臟學會與
總會所發表『缺乏身體活動是造成冠狀心臟病的總會所發表『缺乏身體活動是造成冠狀心臟病的
危險因素』 的共同聲明，得到印證 。

• 1994年， 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運動醫學總會
(FIMS)聯合發表『為健康而運動』的共同聲明。



為什麼一定要有規律的運動為什麼一定要有規律的運動

• 人越老便越不需要運動， 甚至老年人應該避免身人越老便越不需要運動 甚至老年人應該避免身
體的活動？

我們的身體並不是為靜止而設計的； 相反的 人• 我們的身體並不是為靜止而設計的； 相反的，人
體的一切結構和機能都是為活動而造的。

• 當缺乏運動時，身體會有一些生理上不正常的變
化，例如肌肉鬆弛、 脂肪過剩、 工作能力降低、
心臟較弱、 血管口徑變窄、代謝率下降。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是

必須懂得『透過適當消耗體力的運動去創造更多必須懂得 透過適當消耗體力的運動去創造更多
的體力』。

• 換言之，當身體經常定期從事相當程度的運動，• 換言之，當身體經常定期從事相當程度的運動，
這種有規律的刺激可以使我們獲得更多的力量、
耐力、以及其他許多代表健康特徵的有力變化。耐力、以及其他許多代表健康特徵的有力變化。

• 運動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一種預防醫學。



運動在健康方面的一般性益處運動在健康方面的一般性益處

• 運動的好處不勝枚舉， 特別是對個人生理層面運動的好處不勝枚舉 特別是對個人生理層面
健康的影響， 最為卓越。

現代人面臨坐式生活型態的威脅 身體重要器官• 現代人面臨坐式生活型態的威脅，身體重要器官
系統之正常機能難以維持。

• 研究顯示，運動對人類健康上所遭遇的危機，有
正面積極挽救的功效。正面積極挽救的功效

• 運動不僅不但可以促進身心健康、紓解壓力，更
可提升生活品質可提升生活品質。



• 有良好的健康體能代表較不會罹患疾病或者機能有良好的健康體能代表較不會罹患疾病或者機能

性失能(Functional Disability)的危險(ACSM，2000)。

運動對於血脂 糖尿病等的發生 具有預防的效• 運動對於血脂、糖尿病等的發生，具有預防的效
果(卓俊辰，1998；蔡崇濱，2001)，而實施規律運動，能使
心肺系統 肌肉神經系統和骨骼系統 在解剖結心肺系統、肌肉神經系統和骨骼系統，在解剖結
構與生理機能方面，產生積極有利的改變，而對
老化加諸於身體機能的衰退影響 發揮抑制的效老化加諸於身體機能的衰退影響，發揮抑制的效

果(李鍾祥，2001；黃永任，2001；蔡崇濱，2001；楊木仁，2002)。



• 國內學者高俊雄(1996)認為運動休閒近年的發展現國內學者高俊雄(1996)認為運動休閒近年的發展現
象，是具有維持健康體適能等功能，在李彩華
(1998)對身體活動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身(1998)對身體活動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發現：身
體活動量與社會支持、運動自我效能、健康體適
能因素成正相關並指出，休閒時的各類身體活動能因素成正相關並指出 休閒時的各類身體活動
參與，均能有效增加活動量與健康體適能。



何謂體適能（fitness）何謂體適能（fitness）

• 體適能又分為health fitness以及skill fitness兩種。

• 1980年代以後，體適能的研究焦點，已由運動能
力轉向為重視健康的體適能(又稱健康體能)力轉向為重視健康的體適能(又稱健康體能)

• 健康體能(health-related physical)
是指與健康有關的心肺血管及肌肉組織的功能，促是指與健康有關的心肺血管及肌肉組織的功能，促

進健康體能可提供保護身體，避免因生活型態所引起的
慢性病。健康體能包括身體組成、肌耐力、柔軟度及心
肺耐力四種肺耐力四種。

• 運動體能(skill-related physical)
運動體能是指身體從事和運動有關的體能，又稱為

競技體能；除基本體適能要素外，亦包含有敏捷性、協
調性、反應時間、速度、瞬發力、平衡性六種。調性 反應時間 速度 瞬發力 平衡性六種



健康與運動體適能關係圖健康與運動體適能關係圖

健康體適能要素：健康體適能要素：

• 心肺循環適能(亦稱心肺耐力)
肌肉力量

健
康

• 肌肉力量

• 肌肉耐力

康
體
適

• 柔軟度

• 身體組成 體
適
能

身體組成

能



老人生理層面的改變老人生理層面的改變

• 皮膚系統 • 生殖系統皮膚系統

• 感覺器官系統

呼吸系統

生殖系統

• 神經系統

骨骼肌肉系統• 呼吸系統

• 心臟血管系統

• 骨骼肌肉系統

• 內分泌系統

• 消化系統

• 泌尿系統

• 造血及免疫系統

泌尿系統



感覺器官系統感覺器官系統

• 視力降低：水晶體的改變（彈性、厚度）→對深• 視力降低：水晶體的改變（彈性、厚度）→對深
度的認知與判斷較易扭曲

聽力 內耳到腦的神經傳導功能下降• 聽力：內耳到腦的神經傳導功能下降

• 觸覺：觸覺

– 溫度、壓力、疼痛等

精細動作– 精細動作

– 對危險情境的敏感度



呼吸系統呼吸系統

• 上呼吸道 ：清除呼吸道能力↓→有效咳嗽↓及易上呼吸道 清除呼吸道能力↓ 有效咳嗽↓及易
受感染

• 鼻道結構 ：空氣流通的阻礙鼻道結構 空氣流通的阻礙

• 胸壁和肌肉骨骼組織 ：鈣化及骨質疏鬆→脊柱
後彎→胸腔前後徑↑及胸壁硬化→活動度降低後彎 胸腔前後徑↑及胸壁硬化 活動度降低

• 肺臟及肺功能 ：
– 肺變小、纖維化→失去彈性肺變小 纖維化 失去彈性

– 肺泡體積變大→肺泡壁變薄→有效表面積↓→肺功能↓ 
• 氣體交換 ：肺泡↓及血流量↓→換氣量少、對血氣體交換 肺泡↓及血流量↓ 換氣量少 對血
氧的利用降低



心臟血管系統心臟血管系統

• 心臟：心肌收縮力量↓→心搏量少 （70歲， 35• 心臟：心肌收縮力量↓→心搏量少 （70歲，-35
％）

• 血管：失去原有彈性、鈣質積存→血管狹• 血管：失去原有彈性、鈣質積存→血管狹
窄→收縮壓增加

正常的老化 舒張壓沒什麼變化– 正常的老化，舒張壓沒什麼變化



神經系統神經系統

• 神經元間傳遞物質減少、神經元變少→傳• 神經元間傳遞物質減少、神經元變少→傳
導速度減低→反應時間增加

知覺 對姿勢的感覺 變• 知覺：對姿勢的感覺（position sense）變
差→平衡感變差→步伐短、重心低

• 反射功能：周邊神經傳導（peripheral 
nerve conduction）約比年經時減少15％nerve conduction）約比年經時減少15％
→反射動作較遲緩



骨骼肌肉系統骨骼肌肉系統

• 骨骼：骨骼：
– 退化性骨質流失→骨質疏鬆症

椎間盤變薄、韌帶關節黏連或鈣化、脊柱彎短– 椎間盤變薄、韌帶關節黏連或鈣化、脊柱彎短
變彎→頭部前傾、駝背

• 關節：膠原細胞的形成↓ 關節伸縮性及彈• 關節：膠原細胞的形成↓→關節伸縮性及彈
性↓；而肥胖和過度使用→加速軟骨骨化

肌肉 肌纖維萎縮 肌纖維數目和大小• 肌肉：肌纖維萎縮、肌纖維數目和大小↓→
無力、遲緩→活動上受限制易跌倒



造血及免疫系統造血及免疫系統

• 白血球（WBC）數目↓→抵抗力差• 白血球（WBC）數目↓→抵抗力差

• 對維他命B12吸收力↓→紅血球（RBC）
血紅素 貧血↓→血紅素（Hb）↓→貧血



銀髮族體適能要素銀髮族體適能要素

• 身體組成• 身體組成

• 肌力與肌耐力

• 柔軟度

• 平衡感• 平衡感

• 心肺耐力



銀髮族身體活動主要議題銀髮族身體活動主要議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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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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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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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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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狀況中之活
動設計

指導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