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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研究旨在評估社區高齡者身體活動量與肌少、衰弱情形，並探討 8 週多元運動
方案介入對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成效。採實驗研究設計，單一組別前後測，每週 1
次，連續進行 8 週。以描述統計方式、相依樣本 t 檢定，了解社區高齡者身體活動量
與肌少、衰弱之狀況，以及於運動方案介入前與第 12 週時進行體適能檢測，檢視前後
兩次結果之差異。研究發現：(一)肌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症比例分別為 15.8%、26.3%，
與其身體活動量不足、罹患慢性疾病數有關；(二)8 週多元運動方案介入，參與者在上
下肢肌力與肌耐力、下肢柔軟度、動態平衡與敏捷性皆有達顯著差異；上肢柔軟度、
靜態平衡與心肺適能方面未達顯著差異，與上肢伸展訓練、平衡訓練與有氧運動的強
度與持續時間尚不足有關。本研究運動方案具有鼓勵社區高齡者規律運動之自我效
能，但對體弱的高齡者返家後自行運動效能低。本運動方案介入可作為社區保健預防
推展之參考。
關鍵詞：功能性體適能、多元運動方案、肌少症、社區高齡者、衰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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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4）。為了避免年長者肌少症之發生，學者

人口高齡化是一個國際化趨勢，年長者骨

Akune 等人（2014）提出以手握力、行走速度

骼肌肉量減少併發衰弱的機率較高。一旦出現

作為判斷指標，任一指標低於參考切點即為骨

衰弱，不僅提高跌倒發生率，相繼引發疾病復

骼肌肌肉功能障礙，並建議以此作為預防標

發住院，甚至死亡等不良健康結果，造成社會

準，篩檢出潛在危險族群，即時給予運動與營

醫療負擔（陳、陳、胡，2012；Chun et al., 2017;

養介入。

Lin et al., 2011; Tan, Lim, Choe, Seetharaman,

肌少症的長者，若加上身體活動量減少，

Merchant, 2017）
。衛生福利部自 2016 年規劃長

易形成衰弱。
「衰弱」的現象代表多重生理系統

照計畫 2.0，推動社區整體照顧（長照 ABC 模

累積性的機能退化，臨床指標包括：非計畫性

式）新創服務，以回應高齡社會隨之而來的照

的體重減輕（＞3 公斤/年）
、自覺費力、手握力

顧問題；廣佈「巷弄長照站（C 級）
」，期能在

下降（男性≦23 公斤；女性≦14 公斤）、行走

原先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多出短時數的

速度變慢（男性≧7 秒；女性≧7 秒）
、身體活

照顧服務，以及預防或延緩失能的服務。衛

動量少（男性＜642 大卡/週；女性＜396 大卡/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7 年調查發現，65 歲

週）等 5 項，若符合 1 或 2 項則屬衰弱前期，

以上社區高齡者發生衰弱症和衰弱前期分別為

符合 3 項以上則屬衰弱（陳，2010）
。衛生福利

5.4%和 41.5%。臺灣農村社區 65 歲以上的高齡

部國民健康署為預防及延緩長者因老化過程導

者肌少症盛行率為 7.1%，女性高於男性，分別

致失能，長照 2.0 計畫向前延伸發展預防照護

為 10.6%、3.9%；年齡大、女性、身體質量指

服務，以 SOF（Study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數低、腰圍較高、高血壓病史、迷你營養評估

為老年衰弱症的篩選工具，由「體重減輕、下

或簡短身體功能量表評分較低、不能正常工作

肢功能、降低精力」的 3 個指標構成（衛生福

等因素均與肌少症有關（Wu et al., 2014）。

利部，2016）
；亦即 65 歲以上長者，在沒有刻

年長者因老化導致身體肌肉量減少，若骨

意減重的情況下，若與一年前相比體重減少超

骼肌質量減少，加上肌力降低或體能表現變

過 3 公斤以上、無法從椅子站起 5 次、最近感

差，即為肌少症（陳、張，2014）。亞洲肌少

覺意興闌珊或對事情提不起勁，如果有 1 項表

症工作小組（Asian Working Group for Sarcopenia,

示有衰弱傾向，2 項以上則為衰弱。

AWGS）建議肌少症篩檢與評估，先檢測手握力

研究證實，對於營養不良、前衰弱和衰弱

與行走速度，若手握力下降且/或行走速度變

症的年長者，進行 12 週的運動和營養介入，對

慢，再進行肌肉質量檢測。其參考切點手握力

其手握肌力、肌肉質量提升具有成效（Daly et

為男性小於 26 公斤重、女性小於 18 公斤重；

al., 2015; Haider et al., 2017; Kapan et al.,

行 走 速 度 小 於 每 秒 0.8 公 尺 （ Chen et al.,

2017）
。日本學者針對社區高齡者實施中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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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運動、漸進式肌力訓練、柔軟度及平衡運

動方案或複合式方案，介入時程從 12~16 週，

動，每週 1 次，持續 16 週，介入後一年，分析

每週上課時間為 2~6 小時，皆顯示對高齡者肌

長期照護成本效益，發現高齡者申請長期照護

肉質量、肌力、心肺耐力、柔軟度、平衡感具

保險需求比控制組少了 10%（Yamada, Arai,

有成效，可預防肌少、衰弱或跌倒等不良健康

Sonoda, Aoyama, 2012）。儘早識別不良健康風

狀況發生，這些方案通常是有專人帶領高齡者

險的高危險族群，利於及時採取預防措施，不

運動，以社區或機構團體方式進行，若活動方

僅提高生活品質且減輕社會醫療負擔。

案結束，高齡者規律運動行為難以維持；高齡

依據 2009 年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者每週至少應有 3~5 天足夠的體適能活動，但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建議，高齡

目前不少據點每週只上課 1 次，社區高齡者的

者每週執行中等強度以上的身體活動量至少累

身體活動量是否足夠？他們是不良健康風險的

計 150 分鐘，須包含：(一)有氧訓練：使用身體

高危險族群，應儘早識別肌少與衰弱發生之傾

大肌肉群，有節奏且持續長時間的運動型態，

向，並提供預防措施。本研究實施 8 週多元運

每週至少累積 150 分鐘；(二)阻力運動訓練：使

動方案，課程設計朝向簡單易懂、易學、易懂，

用漸進式肌肉對抗阻力的運動模式，每週至少

期能增進高齡者返家後自我管理促進運動執行

2 次；(三)柔軟度訓練：能夠維持或增進關節活

的可能性。目的有二：首先，評估社區高齡者

動的持續伸展運動型態，每週至少 2 次；(四)

身體活動量與肌少症、衰弱症之情形；其次，

平衡訓練：結合增強下肢肌力與降低跌倒可能

探討 8 週多元運動方案介入對社區高齡者體適

性的運動型態，每週至少 1 次（ACSM，2009/

能之成效，以作為社區保健預防推展之參考。

2012）
。高齡者能增加身體活動量、養成規律運

研究方法

動習慣，以及良好且足夠的營養攝取，對於衰

一、 研究對象

弱症預防是有效的。研究發現，漸進式阻力運

本研究以雲林縣斗六巿某社區關懷據點為

動、有氧運動、伸展運動、平衡訓練，多元功

研究場域，因考量年長者學習之權益，未特別

能導向的運動設計，具有提升心肺耐力、肌力、

篩選，凡是意識清楚，能以國語或臺語溝通表

柔軟度、平衡感與敏捷性的效果，對於預防因

達，願意參與本課程活動並簽署研究同意書的

下肢無力造成跌倒也有一定成效（方、張、何，

長者，排除不穩定心臟病或高血壓曾受醫囑不

2015；王、林、賴、蔡，2017；李、黃、蘇、

能從事劇烈活動者、身體有嚴重疼痛者、無法

方，2008；蘇，2013；Bird, Hill, Ball, Hetherington,

聽懂指令或其他健康狀況，致無法執行身體功

& Williams, 2011; Cadore et al., 2014; Hallage et

能檢測者。參與者計有 20 位，出席率為 92.8%，

al., 2010）。

前後測皆有參與者，共 19 位。

針對高齡者衰弱預防措施，無論是單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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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設計與工具

（2010）所指衰弱的 5 個臨床指標：「體重減

本研究為實驗研究設計，採單一組別前後

輕、自覺費力、手握力下降、行走速度緩慢、

測，參與者於為期 8 週的「多元運動方案」介

身體活動量少」，因身體活動消耗卡數較難換

入第 1 週接受體適能前測，停止團體運動後，

算，本研究依據美國運動醫學會建議，高齡者

第 9 週起自我管理運動練習，在第 12 週時接受

每週至少累計 150 分鐘中等強度以上的身體活

體適能後測。課程開始為每位參與者準備一本

動量，低於此標則界定為「身體活動量少」
。將

運動記錄簿、一支彩虹筆、運動操作圖示（使

衰弱初篩 3 個指標與 5 個臨床指標之結果作對

用方法：返家後每次運動練習時間若有大於 10

照，以免初篩時因語意不明而影響。肌少症篩

分鐘，則在記錄簿上塗鴉一格或一條線，如：

檢係參考 AWGS，以及 Akune 等人（2014）建

伸展加上有氧或伸展加上肌力或是獨項運動皆

議以手握力、行走速度作為判斷指標，本研究

可）
，於隔週上課時，邀請長者分享練習經驗，

將手握力下降（男性≦23 公斤；女性≦14 公斤）

並發送獎品鼓勵達成 10 次以上運動紀錄者，主

且行走速度緩慢（男性≧7 秒；女性≧7 秒），

要是為了提升與評估參與者返家後自我管理執

界定為肌少症高危險群。本研究檢測人員經過

行運動的可能性。第 9~12 週維持運動練習記

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訓練，前後測皆由同一組人

錄，研究者於週四上午至關懷據點探訪了解參

員檢測固定項目，參考高齡者體適能測驗手冊

與者自行運動情形。研究者亦為課程帶領者之

之操作程序及注意事項進行檢測流程，以確保

一，於課後書寫田野紀錄，如：課前、課中及

檢測之信效度。

課後與參與者之互動與觀察。

三、 檢測項目

由社區及家庭醫學部醫師、護理督導專家

參考教育部體育署 2016 年建議高齡族群

審查基本資料、自覺費力與健康狀況、日常生

體適能檢測項目，包括：(一)身高、體重、身體

活活動功能、身體活動量與功能性體適能檢測

組成；(二)心肺有氧體適能，採用 2 分鐘抬膝測

項目等資料收集表，並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試（數值越高表示心肺耐力越好）；(三)上肢肌

附設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編號：201612103RI

力與肌耐力，採用手握力測驗器與 30 秒手臂屈

ND）審核通過。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s）

舉（數值越高表示上肢肌力越好）
、下肢肌力與

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IADLs）係

肌耐力採用 30 秒椅子坐立（數值越高表示下肢

參考衛生福利部「新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之

肌力越好）；(四)上下肢柔軟度分別採用抓背測

內容；身體活動量表係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驗和椅子坐姿體前彎（數值越高表示上肢與下

康署「IPAQ 臺灣活動量調查短版問卷」。衰弱

肢柔軟度越好）；(五)動態平衡與敏捷性以 2.44

初篩係先參考衛生福利部所擬訂的 3 個指標

公尺坐走測試（數值越低表示動態平衡與敏捷

「體重減輕、下肢功能、降低精力」
；再參考陳

性越好）
。上述檢測項目和 Rikli 與 Jones（2013）

The Journal of Long-Term Care 23 (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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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設計主要目的為提升心肺耐力、

手冊內容相同，檢測流程亦是參考該手冊之操

上下肢肌力與耐力、身體柔軟度、平衡感及協

作程序及注意事項進行。(六)靜態平衡，因安全

調能力等。依據 ACSM 建議高齡者每週執行中

性及方便性考量，本研究將開眼單足立測試改

等強度以上的身體活動量至少須累計 150 分

以攜帶式簡易型平衡儀（葉等，2014）
，進行感

鐘，本研究體適能訓練設計，在頻率上每週實

覺統合平衡臨床測試（Clinical Test for Sensory

施 1 次團體運動訓練，每次上課 120 分鐘。在

integration and balance, CTSIB），即軟墊張眼與

強度方面，提醒參與者自覺身體感受，達到感

閉眼測試，檢測受試者之「搖晃指數」
（數值越

覺「有點痠、有點緊，但又不會太痠或太緊」，

低表示靜態平衡越好）
；請受試者先張眼站立在

過程中不斷提醒配合呼氣拉緊肌肉，並以輪流

平衡軟墊（AIREX Balance Pad Elite，尺寸：50

「數拍子」出聲說話之方式監測其身體狀況。

公分 × 41 公分 × 6 公分、重量：0.77 公斤）上，

每堂課活動程序與時間安排分為三階段：(一)

雙腳微開與肩同寬，維持不動 20 秒；接著，以

破冰，進行約 30 分鐘，以案例故事及在場長者

閉眼站立相同方式測試。所謂成效是指社區高

經驗分享，增進運動與日常生活情境連結，以

齡者經由多元運動 12 週後，在功能性體適能檢

提升學習動機；(二)體適能運動，每次進行 60

測統計上呈現顯著進步之效益。

分鐘，運動類型與時間分配如下：1.暖身運動

四、 多元運動方案內容與進行過程

以徒手伸展活動及原地跑步 10 分鐘（第 5 週起

本研究「多元運動方案」為符合社區高齡

採站姿）
；2.主要運動含括：有氧、肌力與平衡

者運動實務之推展，由具有運動指導員證照的

運動，有氧運動以舉手、抬腿、踏步方式 15 分

物理治療師、高齡教育背景的護理師進行課程

鐘（第 5 週起採站姿）
；運用抗力球進行肌力訓

設計，並經由高齡運動、高齡教育、社區與家

練 25 分鐘（手指及手腕屈肌、肱二頭肌、三頭

庭醫學及長期照護醫護專家學者檢核與修正實

肌、肌四頭肌、大腿內縮肌、大腿後側肌、核

施。針對課程設計之適切性與可行性，進行兩

心肌群）
；平衡感訓練則是雙腳重心轉移為主，

次焦點座談，專家學者們建議規劃設計運動處

以有氧運動時增加動態平衡能力、在下肢肌力

方時，先以一般健康長者為目標對象，進入場

訓練時維持站姿墊腳（第 6 週起）
，以增加靜態

域實際帶領時再適時調整運動處方，例如原擬

平衡能力；3.緩和運動，以徒手伸展緩和方式

訂以 3 種運動器材（抗力球、活力圏、彈力帶）

進行 10 分鐘；(三)團體活動，進行約 30 分鐘，

進行，但種類多複雜度增加造成長者學習困

如：開瓶蓋、提水、剝龍眼殼、揉麵糰等，以

惑，僅以抗力球操作，並依長者身體狀況與學

增進長者了解主要運動訓練與日常生活活動之

習進度調整時間、強度及增加種類（2 次的內

連結。

容調整為 3 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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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分析

「個人修飾」、「穿脫衣物」、「大小便控制」、

採用 SPSS 22.0 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

「上廁所」、「移位」、「走路」、「上下樓

與統計分析。以描述統計方式呈現基本資料、

梯」，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惟「進食」有

自覺健康狀態與各檢測數據，統計方法包括：

障礙者 1 人（5.3%）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包

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以及相

括：「使用電話」、「購物」、「備餐」、「處

依樣本 t 檢定探討兩次功能性體適能檢測之差

理家務」、「洗衣服」、「外出」、「服用藥

異，顯著水準設為 α = 0.05。田野紀錄以日期及

物」、「處理財務的能力」等項目的功能狀態。

參與者序號作為編碼，如：20171005-C1，即

在「使用電話」與「處理財務的能力」方面，

2017 年 10 月 5 日參與者 1 所表述。

有障礙者 9 人（47.4%）
，能撥打熟悉常用的電

六、 倫理考量

話號碼，可以處理日常的購買，但需別人協助

本研究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研

與郵局（銀行）存提款或金額較大的財務往來；

究倫理委員會（編號：201612103RIND）審核

在「購物」與「外出」方面，有障礙者 5 人

通過後收案，由研究者向受試者解釋研究目的

（26.3%），當有人陪同可搭計程車或大眾運輸

與方法，並簽立同意書，研究過程中受試者有

工具上街購物；在「備餐」與「處理家務」方

自主權可中途離開或退出研究，不影響其學習

面，有障礙者 1 人（5.3%），能做一點點家事，

權利。

但不能達到可被接受的整潔程度，由太太協助

研究結果

完成備餐與家務；在「洗衣服」方面，需部分

一、基本資料與自覺健康狀況分佈

協助者 8 人（42.1%）；在「服用藥物」方面，

參與體適能前後測者，計 19 人，女性 17

需親友事先 準備好服用 的藥物份量 者 2 人

人（89.5%）
；不識字者 14 人（73.7%）
；折衷家

（10.5%）。

庭 11 人（57.9%）
、獨居者 4 人（21.1%）
；過去

三、七天的身體活動量與肌少症、衰弱症評估

一週自覺做任何事都費力者（C7、C9、C13、

身體活動量分為費力、中度費力、輕度活

C16）4 人（21.1%）
；自覺健康狀況與同齡者相

動，單一活動至少持續 10 分鐘以上，維持多少

比較是較不好者（C9）1 人（5.3%）
。平均年齡

天數，每天花多少分鐘在該項活動上，數值越

76 歲（SD = 6.72）
；平均身高 152.26 公分（SD

高表示平常越常從事身體活動。參與者皆未做

= 8.02）
；平均體重 56.8 公斤（SD = 10.61）
；平

費力活動；中度費力活動以一般速度騎腳踏車

均罹患慢性疾病數 1.75 個（SD = 1.07），以高

與農作為主，各有 10 人（52.6%）
，其次是費力

血壓居多，有 14 人（73.7%）
，其次是糖尿病，

的家務，如：擦地板、手洗衣服等，共有 8 人

有 8 人（42.1%）。

（42.1%），跳元極舞者有 3 人（15.8%），7 天

二、日常生活功能狀態評估

的中度費力活動時間，平均為 388.4 分鐘（SD =

日常生活活動包括：「進食」、「洗澡」、

423.8）；輕度費力活動，以走路、散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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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6 人（84.2%）
，總計 7 天的輕度活動時間，

為主，C9 身體活動量甚少；C4 雖無自覺費力，

平均為 247.4 分鐘（SD = 124.8）。

但手握力降低；肌少症高危險群合併衰弱者

肌少症風險評估，以手握力、行走速度作

（C4、C7、C16），共 3 人（15.8%）
，如表 1。

為判斷指標。參與者行走速度大於 7 秒且手握

四、肌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症、衰弱前期、無

力降低者（C4、C7、C16）
，共 3 人（15.8%），

肌少與衰弱者之慢性疾病數、身體活動量

評估為肌少症高危險群。衰弱症檢篩先以 SOF

從行走速度、手握力、自覺費力與身體活

為工具，即「體重減輕、下肢功能、降低精力」

動量評估，將參與者肌少與衰弱情形分為三

3 個指標，參與者無體重減輕及無法從椅子站

群，其平均罹患慢性病與 7 天的身體活動量，

起 5 次之情形，但最近感覺意興闌珊或對事情

分析如下：肌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症者（C4、

提不起勁者（C7、C9、C13、C16），共有 4 人

C7、C9、C13、C16），共 5 人，平均罹患慢性

（21.1%）
，評估為衰弱傾向者。再依據陳（2010）

疾病數 2.8 個（SD = 0.45）
、平均身體活動量 84

提及衰弱 5 個指標包括：體重減輕、自覺費力、

分鐘（SD = 55.50）
；衰弱前期者（C1、C5、C10、

手握力下降、行走速度緩慢、身體活動量少，

C11、C12、C14、C17），共 7 人，平均罹患慢

檢視符合 1 項或 2 項，評估為衰弱前期（C1、

性疾病數 1 個（SD = 0.58）、平均身體活動量

C5、C10、C11、C12、C14、C17）
，共 7 人（36.8%）

407 分鐘（SD = 60.75）
；無肌少與衰弱者（C2、

行走速度緩慢；符合 3 項以上則評估為衰弱者

C3、C8、C15、C18、C19、C20）
，共 7 人，平

（C4、C7、C9、C13、C16）
，共 5 人（26.3%），

均罹患慢性疾病數 0.86 個（SD = 0.69），平均

步行速度大於 7 秒；7 天內中度費力活動少於

身體活動量 577 分鐘（SD = 117.01）。

150 分鐘，僅有輕度費力活動，以散步、走路
表 1 肌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症者 7 天的身體活動量
參與者
C4
C7
項目
體重減輕
行走速度（秒）
手握力降低

C9

C13

C16

-

-

-

-

-

16.37

16.15

11.87

9.12

11.04

∨

∨

自覺費力

∨

∨

∨

∨

∨

中度費力活動（分）

140

120

0

100

60

輕度費力活動（分）

420

360

120

210

300

註：1.行走速度大於 7 秒，且手握力降低者，界定為肌少症高危險群（C4、C7、C16）
。
2.體重減輕、行走速度大於 7 秒、手握力降低、自覺費力、中度費力活動少於 150 分鐘符合 3
項以上，屬於衰弱症者（C4、C7、C9、C13、C16）。

長期照護雜誌 23 (1) 2019
DOI:10.6317/LTC.201907_23(1).0005

51

高齡者多元運動方案介入
研

究

表 2 功能性體適能檢測結果（前後測皆有參與者 n = 19）
項目
身體質量指數（BMI）
軟墊張眼
軟墊閉眼
30秒起站
30秒手臂屈舉
抓背
椅子坐姿前彎
2.44公尺坐走
2分鐘踏步
手握力

前測
24.56± 4.93
1.13± 0.18
2.04± 0.40
15.53± 6.68
17.84± 6.23
-7.88± 9.39
4.74± 6.23
8.86± 3.21
101.74±17.97
20.24±4.969

後測
24.57± 4.68
1.17± 0.35
1.91± 0.53
18.63± 6.80
20.84± 4.79
-8.37±10.20
10.62± 6.20
7.76± 2.94
100.63±13.45
21.71± 4.47

t值

p值

-0.071
-0.680
1.058
-3.053
-2.353
0.636
-4.469
2.143
0.309
-2.622

0.944
0.505
0.304
0.007
0.030
0.533
0.000
0.046
0.761
0.017

P < 0.05
踏步等均未達顯著差異；30 秒起站、30 秒手臂

五、肌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症、衰弱前期、無
肌少與衰弱者，自我執行運動狀況

屈舉、椅子坐姿前彎、2.44 公尺坐走、手握力

從運動記錄簿及訪談搜集第 3、6、8、12

等前後測達顯著差異。

討論

週參與者返家後自行運動狀況，每週次累計大
於 9 條線（1 格或條/10 分/次），即每天運動時

參與本研究運動課程及檢測係自由報名參

間累計 30 分鐘，也就是每週規律運動至少 3

加，並口頭鼓勵每週四儘量出席參加。少數參

天，次數愈高表示自我運動管理愈好。第 3、6、

與者因就醫、工作、旅遊等因素缺席，平均出

8、12 週平均劃線次數分別為 2.95（SD = 2.95）
、

席率為 92.9%。本研究發現：社區高齡者肌少

5.74（SD = 3.51）
、5.79（SD = 3.76）
、4.32（SD

症與衰弱症之發生，與身體活動量不足、罹患

= 3.73）
；第 9~12 週，每週平均劃線次數 3.5（SD

慢性疾病數較多有關，影響其日常生活功能。8

= 117.01）
；第 9~12 週，肌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

週多元運動方案介入對社區健康高齡者體適能

症者每週平均劃線次數 0.65（SD = 1.35）
、衰弱

具有成效，但對體弱的高齡者返家後自行運動

前期者每週平均劃線次數 4.12（SD = 2.69）
、無

效能低。

肌少與衰弱者每週平均劃線次數 5.18（SD =

一、社區高齡者肌少症與衰弱症之發生，與身

3.41）。

體活動量不足、罹患慢性疾病多寡有關

六、功能性體適能前後測差異值比較

研究結果發現，以體重減重、手握力、行

功能性體適能前後測皆有參與者，經由多

走速度、自覺費力與身體活動量為指標，篩檢

元功能性體適能課程介入後，由表 2 可知身體

出肌少者比例為 15.8%、衰弱症比例為 26.3%，

體質量指數、軟墊張眼與閉眼、抓背、2 分鐘

肌少與衰弱合併比例為 15.8%；衰弱症者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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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少者約佔 60%，而肌少症高危險群 100%是衰

者身體活動量，預防衰弱發生。

弱的；衰弱前期比例為 36.8%。無論是肌少症

二、多元運動方案介入對社區健康高齡者體適

高危險群或衰弱症者皆罹患高血壓並服用降血

能具有成效，但對體弱的高齡者返家後自

壓藥物，健康狀況與身體功能較差，確診慢性

行運動效能低

疾病至少 2 項，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心臟

本研究結果發現，針對社區高齡者介入 8

病、心肌梗塞術後、腦中風手術、退化性關節

週多元運動課程，於第 12 週時進行體適能檢

炎手術，皆已無法正常工作、身體活動量明顯

測，參與者在上下肢肌力與肌耐力、下肢柔軟

不足、自我照顧能力略微障礙、其中 2 位參與

度、動態平衡與敏捷性皆有達改善的情形；但

者為獨居。衰弱前期者多數確診慢性疾病至少

BMI、靜態平衡、上肢柔軟度與心肺適能未有

1 項，以高血壓或糖尿病為主；身體活動量略

進步跡象。

低於無肌少與衰弱者。與 Wu 等人（2014）研

(一) 肌力與肌耐力方面

究指出，臺灣地區 65 歲以上社區高齡者肌少症

上下肢肌力與肌耐力改善與李等

盛行率為 7.1%，與高齡、高血壓病史、身體功

（2008）對社區長者介入 16 週運動認知課

能較差、不能正常工作等因素有關相呼應。本

程和多元運動訓練；方等（2015）與蘇

研究篩檢出肌少症高危險群比例為 15.8%，即

（2013）分別對機構與社區高齡者予以 12

Akune 等人（2014）所稱骨骼肌肌肉功能障礙，

週多元運動介入；Haider 等（2017）與 Kapan

應即時給予運動與營養介入。

等（2017）對衰弱年長者持續 12 週由志工

本研究篩檢出高齡者衰弱症比例高達

到長者家中，每週提供 2 次肌力訓練之研

26.3%，與臺灣、新加坡醫院慢性病老年族群的

究結果相近似，主要是多元運動訓練是針

衰弱症盛行率分別為 19%、27%相近（陳，

對全身肌力同步訓練。

2010；Tan et al., 2017）
，這些衰弱的高齡者罹患

(二) 柔軟度方面

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身體活動量缺

下肢柔軟度改善與蘇（2013）對機構

乏、社會支持與自我照顧能力較弱，亦是門診

高齡者衰弱與非衰弱族群予以 12 週多元

慢性病老年族群。社區高齡者因年齡增長，且

運動訓練後，減緩高齡者的肌力、柔軟度

罹患慢性疾病與藥物服用，加上身體活動量不

衰退相近。但與方等（2015）研究指出社

足，易造成肌少與衰弱症發生，影響其日常生

區高齡者需要 24 週或更長的運動訓練，柔

活功能；社區高齡者僅有中度費力活動，以一

軟度才能獲得顯著的改善略有不同。本研

般速度騎腳踏車、農作、家務為主，少數參與

究運動介入 8 週，邀請參與者持續練習達

社區團體運動，多數以散步、走路等輕度費力

12 週，下肢柔軟度可達到顯著成效；但本

活動為主，應即時提供多元運動，以增加高齡

研究在上肢柔軟度未有顯著成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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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伸展訓練的動作、強度與持續時間尚

衡訓練直到第 5 週才開始，亦即靜態開眼

不足，本研究對於上肢柔軟度介入，僅進

閉眼平衡訓練介入時間不足所致，平衡訓

行雙手臂上舉與側身拉，未加強雙手於背

練應持續較長久的時間練習才能看到顯著

後交扣之伸展訓練，是未來多元運動課程

成效。李等（2008）研究指出長期參與運

介入時應加強的。柔軟度喪失會增加身體

動的老年族群，在開眼或閉眼的站立平衡

受傷機率，雖然身體的柔軟度將隨著年齡

表現均顯著優於無運動習慣者。

增加而降低，若能持續進行適度的關節活

(四) 心肺適能方面

動和運動訓練，可有效維持柔軟度，延緩

心肺適能方面未見改善，與其它實施

衰退情形發生。

12 週或更久的多元運動訓練研究是有差異

(三) 動態平衡與敏捷方面

的（方等，2015；李等，2008；Hallage et al.,

動態平衡與敏捷性改善與方等

2010）
。在課程中，藉由暖身時坐姿快走、

（2015）
、王等（2017）
、蘇（2013）與 Bird

有氧運動，希望對高齡者的心肺適能有幫

等（2011）之研究結果相近。平衡與敏捷

助，但僅維持原本狀況而已。教學者因考

性是高齡者避免跌倒及面對危險情境下重

量高齡者生理安全性、運動內容與方式簡

要的身體能力，而老化導致平衡功能的器

單化，以及運動強度漸進原則，加上本研

官逐漸退化，以及控制平衡感覺系統失

究介入時間 8 週，在運動強度上尚不足之

調，進而提高跌倒的風險。高齡者透過多

故。心肺適能是維持個體身體功能及健康

元運動訓練能增進平衡能力，以控制行走

狀態的重要指標，老化使心血管彈性變

移動及維持身體姿勢的穩定度，降低跌倒

差、心輸出量下降，對於剛接受運動訓練

與危險事件發生。動態平衡是在張眼狀態

的高齡者而言，以輕度的運動強度、簡單

下，檢測 2.44 公尺坐走速度，也就是個體

易行的運動方式為主，爾後視參與者的適

透過本體感覺、視覺與前庭覺維持身體平

應狀況，應逐漸增加運動負荷，對於心肺

衡之能力。本研究靜態平衡測試利用張眼

適能訓練才能產生效果。

站立在不穩定的平面，本體感覺面臨更多

(五) 規律運動之自我效能

挑戰，受試者會使用視覺及前庭覺進行維

本研究結果發現，對社區高齡者每週

持平衡；而閉眼站立在不穩定的平面，本

進行 1 次體適能運動，連續介入 8 週，於

體感覺面臨更多挑戰，加上視覺功能被限

第 12 週時再執行功能性體適能後測，參與

制，受試者會使用前庭覺進行維持平衡。

者在上下肢肌力與肌耐力、下肢柔軟度、

本研究在靜態平衡上未達顯著成效，與教

動態平衡與敏捷性方面呈顯著差異，與其

學者考量安全性，站立運動及單腳站立平

參與學習後能夠自主執行居家練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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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回家練習經驗分享與運動記錄簿之記錄

右鄰、謝左鄰、走出去找左右鄰居）
，並且

結果顯示，部分參與者對自我運動管理之

重複數次，同時配合高齡者熟悉的節奏樂

態度是正向的。在家人、同儕鼓勵與支持

曲（快樂出航）
，提升學習興趣。另外，製

（找鄰居一起做運動）
、教學者回饋等可能

作練習動作示意圖，避免高齡者因練習動

因素之下，於第 6~8 週時，運動遵從率相

作忘記而未能自行運動之障礙，並告知可

對高於第 3 週、第 12 週；介入後第 9~12

以分段式運動，利用早、中、晚不同的時

週遵從率高於第 3 週。參與者表示：
「年輕

段，每次 10 分鐘，提升參與者回家練習之

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咱的健康要自己

機率，增進其自我效能。

顧好，運動要靠自己來」
（20171102-C5），

返家後執行運動練習的高齡者，罹患

與林、王（2013）研究指出，高齡者從事

慢性疾病數的比率相較低於肌少與衰弱

規律運動的行為與其「態度」、「知覺行為

者，身體功能狀態與自我照顧能力也是較

控制」有關，故其體適能顯著進步。本課

好的。運動介入結束後第 9~12 週，無肌少

程進行中，除了賦予高齡者為自己的健康

與衰弱者自我管理運動遵從率相對高於肌

需求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之外，亦強調能為

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症者；衰弱前期者自

子女減輕照護壓力與經濟負擔；於每堂課

我管理運動遵從率界於兩者之間，多數人

見面時，以「您好、我好、大家好！您運

表述偶爾想到時才做，以維持原本的身體

動、我運動、大家做運動！您健康、我健

活動量為主，如：下田、種菜、元極舞、

康、大家都健康！」作為彼此的問候語，

處理家務…等。肌少症高危險群與衰弱症

增進彼此之互動與提醒運動習慣養成之目

族群，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散步、走路等輕

的與重要性，在歡愉的環境氛圍中展開學

度活動為主。從運動介入開始至第 8 週結

習，與魏（2013）論及賦予學習者對於學

束，乃至第 12 週，自行在家運動練習遵從

習的需求與發展階段任務，具有鼓勵高齡

機率極低，參與者表示：「我先生（C9）

者自我運動習慣之建立是相關的。學習過

回去就不太願意做運動，是因為你們會招

程中帶領者說明運動訓練與日常生活之關

呼他...來這裡他還願意跟著大家多少做一

聯性，增進與其生活經驗連結，例如：手

些。」
（20171109-C11）
；也有參與者表示：

臂向上伸展與取高處物品、晾衣服、穿脫

「自己在家沒伴一起做，就不會做，也不

衣服…等活動有關；隨時關注學習者之身

愛做。」
（20171116-C13）
、
「大家在這裡一

心與學習狀況，適時修正難易程度並調整

起做，較有趣！」
（20171116-C4）
；另有參

教學進度，練習動作力求簡單易懂、易學、

與者表示：
「回去就不想做，若我兒子叫我

易做，以口訣協助高齡者記住步驟，例如：

做，我會多少做一些。」
（20171116-C16）。

有氧運動（依操作順序：謝天、謝地、謝

這些體衰的高齡者自覺很容易疲累，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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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情都提不起勁，可能影響其運動意

主，高達 84.2%，亦即身體活動量明顯不足有

願，加上在家沒有人陪伴一起做運動，致

關。多元運動方案對於高齡者體適能提升極為

使規律運動的自我效能欠佳。但沒有肌少

重要，本研究課程設計重視在歡愉的環境氛圍

與衰弱，能自行在家運動，體適能訓練成

中展開學習，賦予高齡者對運動學習的需求與

效顯著者也表示：
「最好大家能夠一起做，

重要性，並說明運動訓練與日常生活之關聯

比較能持之以恆，這樣比較實在。」

性，以增進與其生活經驗連結，具有鼓勵社區

（20171116-C9）；一位 83 歲的高齡者表

高齡者規律運動之自我效能。然而，肌少與衰

示：
「廟口那裡，每天早上有元極舞，那是

弱的高齡者自覺容易疲累，加上在家沒有人陪

年輕人才有辦法，我們老人家跟不上，沒

伴一起做運動，影響其運動意願，可作為社區

辦法做。」（20171019-C5）；一位 67 歲參

保健預防推展之參考。

加元極舞的年長者表示：
「有像你們一樣的

研究限制

專業人員到社區教我們做運動，是我們的

本研究全體受試者人數較少，研究結果無

福氣。」
（20171123-C2）
。專家學者認為，

法推論到全體社區高齡者，後續研究應增加研

為增進無運動習慣特別是體能虛弱的高齡

究樣本數，及延長運動介入週數至少 12 週，並

者之體適能，應採取團體運動指導每週至

進行運動成效保留檢測，以了解高齡者持續運

少 5 天的介入方式（李等，2015；許、黃，

動習慣養成之可能性。此外，本研究缺少控制

2003）
。本研究發現，針對社區肌少與衰弱

組，使得研究成效之改善可能源於運動課程以

的高齡者，每週執行一次多元運動對其體

外的生活型態改變、膳食營養改善、社會參與

適能提升是有困難的，因參與者返家後自

增加等等。

行運動的可能性不高，主要是關懷據點有

致謝

專人帶領，以團體互動方式可增加人際間

本文之完成，感謝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的互動與趣味性，在溫暖、歡樂、有人陪

設醫院雲林分院跨學界合作計畫的支持

伴、受關注的氛圍裡，較能促進高齡者體

（NTUHYL106.C007）
、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適能訓練。

以及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分享，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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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level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prevalence of sarcopenia and
frailty in a group of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adults who participated in an eight-week exercise
program. In addition, the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n functional fitness of the participants after
the eight-week intervention of multicomponent exercises program (MCEP). This research adopted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and the course was performed once a week while the MCEP lasted for
eight consecutive weeks. A paired-sample t-test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improvement on the
elderly’s functional fitness four weeks after MCEP was complet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ality of high-risk group of sarcopenia and frailty were 15.8% and 26.3%, respectively, and
they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lack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chronic
diseases. In addition, the participants ha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performances of chair stand,
arm curl, chair sit-and-reach, dynamic equilibrium, and 8-foot up-and-go tests after the MCEP. However,
the performances of back scratch, static balance, and 2-min step test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changes,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lack of strength and duration of upper limb flexibility, balance training
and aerobic exercise.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an eight-week MCEP was effective in encouraging
elderly adults to exercise regularly, though the probability of autonomous physical exercise after
returning home was low for the physically frail adults. The intervention of this exercise program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health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in communities.

Key words: functional fitness, multi-component exercise program, sarcopenia,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adult, fra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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