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活運動增肌活腦實證應用方案暨 

防漏骨盆保健運動指導員培訓課程簡章 

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盆機能整合照護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

健治療科物理治療室、臺灣動齡創智健康促進協會 

二、 課程簡介： 

樂活運動增肌活腦實證應用方案為衛生福利部 106 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

畫」實證應用模組。此模組以醫學文獻實證導入而設計之的社區多元運動介入方式，

在社區建立強化肌力預防失能之創新服務，並於 106 至 109 年社區驗證可增進長者肌

力、耐力及平衡表現。 

防漏骨盆保健運動模組為團隊成員為臺中市研發方案，此模組結合伸展運動、肌

力訓練、核心穩定及肌耐力等運動，可促進衰弱及輕度失能/失智老人下肢及骨盆穩定

並降低失禁及跌倒風險，以促進社交活動並減緩老化進程，預防失能發生率。 

本年度為配合衛生福利部指示，培訓方案模組人才並更新資料庫並擴大模組使用

率。本課程將統整兩個模組內容著重實務操作與理論的結合，讓運動強度有延續性的

漸進增加，並由專業師資群講授針對社區衰弱/輕度失智老人之平衡暨體適能及失禁檢

測課程、兩個模組各 12 周的多元運動介入教案及實習考核。通過學科術科及實習考核

者可推薦至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指導員名單。 

期望能有更多有志投入社區及長照的指導員與協助員一同參與來促進長輩平衡功

能、預防跌倒及失禁問題，為延緩失能努力，以提升生活品質為目標。 

三、 課程日期：指導員課程共 32 小時。 

1. 8/15(星期六)：指導員及協助員初階培訓課程 

2. 8/16(星期日)：指導員操作課程 

3. 9/20(星期日)：指導員進階培訓課程 

4. 9/27(星期日)：指導員及協助員實習考核 

四、 課程表： 

指導員及協助員初階培訓課程 

日期：109 年 08 月 15 日 08:00~17:4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311 教室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10:10 衰弱/失禁老人團體運動設計及帶領技巧及運動介

入成效 
賴郁芬 

10:10~10:30 休息 

10:30~12:10 表單紀錄與失禁暨體適能檢測簡介 賴郁芬 

12:10~13:30 午餐 

13:30~14:20 緊急事件處理流程、跌倒防治及注意事項 林政毅 

14:20~15:10 評估操作及分組練習 1 林政毅/楊淑珍 

施雅惠/宋宜倩 

15:10~15:30 休息 



15:30~17:10 評估操作及分組練習 2 林政毅/楊淑珍 

施雅惠/宋宜倩 

 

指導員操作培訓課程 

日期：109 年 08 月 16 日 08:00~17:4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311 教室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10:10 樂活運動模組簡介及示範-主活動篇 楊淑珍/施雅惠  

10:10~10:30 休息 

10:30~12:10 樂活運動模組簡介及示範-暖身及居家活動篇 林政毅/何乘慧 

12:10~13:30 午餐 

13:30~15:10 防漏運動模組簡介及示範-主活動篇 賴郁芬/宋宜倩 

15:10~15:30 休息 

15:30~17:10 防漏運動模組簡介及示範-暖身及居家活動篇 賴郁芬/宋宜倩 

 

指導員進階培訓課程 

日期：109 年 09 月 20 日 08:00~17:4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汝川大樓 16 樓物理治療室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10:10 防漏運動課程模組練習 1 賴郁芬/宋宜倩 

10:10~10:30 休息 

10:30~12:10 防漏運動課程模組練習 2 賴郁芬/宋宜倩 

12:10~13:30 午餐 

13:30~15:10 樂活運動課程模組練習 1 楊淑珍/簡筱姍 

15:10~15:30 休息 

15:30~17:10 樂活運動課程模組練習 2 楊淑珍/簡筱姍 

 

指導員及協助員實習考核 

日期：109 年 09 月 27 日 08:00~17:4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汝川大樓 17 樓教室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10:10 樂活課程模組考核 1 楊淑珍/施雅惠 

10:10~10:30 休息 

10:30~12:10 樂活課程模組考核 2 楊淑珍/施雅惠 

12:10~13:30 午餐 

13:30~15:10 防漏課程模組考核 3 宋宜倩/李雅惠 

15:10~15:30 休息 

15:30~17:10 防漏課程模組考核 4 宋宜倩/李雅惠 



五、 講員介紹： 

講員介紹(依演講順序)： 

賴郁芬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盆機能整合照護中心物理治療師 

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社區老人體適能暨平衡運動計畫講師 

失禁防治指導員 

林政毅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臺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復健治療科組長  

       教育部審定講師    

楊淑珍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施雅惠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宋宜倩物理治療師 

學歷：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何乘慧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簡筱姍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李雅惠物理治療師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物理治療師 

六、 報名資格： 

1. 指導員 40 名：由本院審核優先錄取順序。物理治療師及願意投入社區之醫事

人員(需檢附醫事人員證書)且 106-109年有以其他預防延緩失能模組於據點服

務，非單次經驗者，有完整一期者優先錄取，需先檢附社區服務證明(參考附

件一)及物理治療師證書拍照或掃描郵寄至：longtermcare2017@gmail.com。 

2. 協助員 20 名：長期照顧及社區服務據點在地志工、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護

理、社工及相關科系學生等對協助長者健康促進活動有興趣，身體健康者。 

附註：本方案模組指導員均為醫事人員，因衛福部預防延緩失能經費限制，於社

區執行方案時恐不足申請協助員鐘點費，報名前請斟酌。 

七、 繼續教育積分點數：本課程指導員物理治療專業及長照積分，以及協助員長照積

分申請中。依學分申請規定頇確實簽到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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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課程費用及收費報名方式：  

1. 課程費用：本課程不提供餐點，指導員四天課程費 6000 元，協助員二天課程費

1000 元，匯款資料將與審查錄取通知一併寄出，請於 109 年 08 月 13 日(四)中

午 12 點前完成匯款。 

2. 一律以下面連結線上報名： 

指導員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cj93CdPYEQCjHxaW8Ny-XWb_Eu-

NNUxeaWUThvLqivfcJpw/viewform 

協助員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3FpDO_74HUaLB-oOBp9IghswLii

VDgstc6kTo3w_9ygW2g/viewform  

3. 報名指導員者請將社區服務證明拍照或掃描郵寄至下列信箱：

longtermcare2017@gmail.com 。 

4.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10 日(一) 或額滿為止。 

5. 指導員及協助員必頇完成學科、術科及實習考核檢測達 70分後始發予合格證書，

課程遲到超過及早退半小時以上或未出席者，當節視為曠課，將不通過檢核，

為確認出席身分簽到時頇出示身分證明文件。通過考核合格者，協助登錄於「衛

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始得以『樂活運動增肌活腦

實證應用方案』及『防漏骨盆保健運動』兩模組指導員身分於據點執行預防延

緩失能模組。因方案模組指導員均為醫事人員且衛福部預防延緩失能經費限制，

於社區執行方案時恐不足申請協助員鐘點費，協助員合格者會協助登錄於「衛

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源管理平台」，惟接案頇視據點經費而定，

特此說明。 

6. 若有報名相關問題請郵寄至：longtermcare2017@gmail.com。 

九、 上課地點與交通： 

※自行開車:GPS 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1. 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 

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右轉直行文

心南路(未過平交道) 左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

場。 

2. 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 63 線) 

中投公路(3.5 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左轉文心南路往

台中市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

入校本部停車場。 

3. 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 

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下路橋後

靠右側接慢車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

往台中市直行復興路一段左轉文心南路直行文心南路(過平交道) 右轉建

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 159 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

向)步行約 5 分鐘。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cj93CdPYEQCjHxaW8Ny-XWb_Eu-NNUxeaWUThvLqivfcJp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cj93CdPYEQCjHxaW8Ny-XWb_Eu-NNUxeaWUThvLqivfcJp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3FpDO_74HUaLB-oOBp9IghswLiiVDgstc6kTo3w_9ygW2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3FpDO_74HUaLB-oOBp9IghswLiiVDgstc6kTo3w_9ygW2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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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

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3. 搭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 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

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 號、73 號、159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 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再步行

約 6 分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十、 備註：  

1. 因應 COVID-19 疫情管控，請配合租借場地下列相關防疫措施： 

A. 課程當天若有發燒(額溫≧37.5℃、耳溫≧38℃)或身體不適者，請勿出席

上課。 

B. 進入課程租借場地頇配合量測體溫並全程戴上口罩及配戴識別證，禁止

未戴口罩者於公共空間行走。 

C. 配合提供正確之聯絡方式及每日簽到，以備疫調時之提供。 

D. 活動空間僅限於該樓層區域，勿跨區使用相關設備（如：廁所、飲水機、

電梯、樓梯…等） 

E. 疫情管制期間，禁止於室內走道上群聚交談。 

F. 課程期間配合固定座位且用餐時禁止交談。 

2.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請自備水杯、水壺、餐具等。  

3. 主辦單位保有異動課程之權利。課程期間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地震)， 得

視情況停課，並由主辦單位另行安排補課時間。 



附件一： 

預防延緩失能方案執行證明書 

 

茲證明樂活運動增肌活腦實證應用方案  

  指導員/協助員                        

於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在      市/縣                      (單位)

執行樂活運動增肌活腦實證應用預防延緩失能方

案共_______次，特此證明。 

 

 

單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