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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背景：智慧老化是透過科技產品方式進一步維持健康老化。雖然過
去社區透過傳統的運動課亦能有效促進高齡者生理健康效益，然而
目前透過線上互動平台介入運動的作法仍較為少見。方法：招募居
住於臺北市地區65歲以上高齡者，採用準實驗設計進行分組。實驗
組 (EG) 40人，年齡68.9 ± 3.6歲，女性75%，對照組 (CG) 37人
，年齡76.0 ± 6.9歲，女性78.4%。EG組於居家生活型態下，使用任
何一種電子產品 (電腦、手機、平板等工具) 以個人「Facebook」
臉書參與運動互動平台課程，每週2次，每次75分鐘，共計8週
，CG組則無介入，8週後所有參與者皆進行功能性體適能後測。本研
究以描述性統計、相依樣本t 檢定、單因子共變異數進行分析。結
果：經過8週居家運動互動平台方案介入後，EG組測驗項目優於CG組
，椅子坐姿前彎 (8.21 ± 10.02 vs. 8.45 ± 9.98公分)、握力-右
(27.75 ± 8.32 vs. 22.84 ± 7.28公斤)、握力-左 (26.41 ± 7.30
vs. 22.05 ± 6.81公斤)、坐姿起立 (26.88 ± 4.24 vs. 20.4 ±
3.77次)、兩分鐘踏步 (113.03 ±12.19 vs. 109.60 ±11.69次) 以
及開眼單足立 (26.80 ± 6.97 vs.18.67 ± 11.06秒)， (p <
.05)。結論：本研究推論高齡者於居家環境中，以自主狀態下使用
互動平台進行運動與健身達成生理健康促進之目的，本研究實驗結
果將提供政府及健康相關單位，發展高齡者參與智慧運動策略之參
酌。

中文關鍵詞： 老年人、居家運動、功能性體適能、運動介入、自主學習

英 文 摘 要 ： Background: Smart ag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facilitate
healthy aging through technology. Although the community
was able to promote the health benefits effectively in the
elderly through traditional exercise classes,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ng in exercise through interactive home-based
exercise platforms remain unknown. Method: This study was a
recruit for older adults who were above 65 years and dwelt
in Taipei City, were recruited and assigned from a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 Experimental group (EG) n=40, age=
68.9 ±3.6 years and control groups (CG) n= 37, age= 76 ±
6.9 years. The EG group was interventio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electronics (computer, mobile phone, tablet, etc.) a
personal Facebook account in a home-based scenario, they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75 minutes of exercise twice a
week for 8 weeks, the CG group was restrained from any
intervention. The function of fitness was measured after 8
weeks. Data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independent paired t-test and one way
ANCOVA.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hair sits
and reach test (8.21±10.02 vs. 8.45 ± 9.98 cm)、Grip
strength test-right (27.75 ± 8.32 vs. 22.84 ± 7.28 kg)、
Grip strength test- left (26.41 ± 7.30 vs.22.05 ± 6.81
kg)、chair-stand test (26.88 ± 4.24 vs.20.4 ± 3.77 times)、
2-min step test (113.03 ± 12.19 vs.109.60 ± 11.69 times)
and Open eyes with one foot (26.80 ± 6.97 vs.18.67 ± 11.06



se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G group
(p< .05). Conclusion: Exercising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use of a smart-aging home-based exercise platform can
acquire the health benefits effectively, especially for the
elderly dwelling at home. Current results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nd health-related units when
developing exercise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英文關鍵詞： elder; home-based exercise; functional fitness; sports
intervention; autonom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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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高齡者智慧老化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之研究 

摘要 

背景：智慧老化是透過使用科技產品的方式進一步維持健康老化。雖然過去

社區透過傳統的運動課亦能有效促進高齡者生理健康效益，但是目前透過線上互

動平台介入運動的作法仍較為少見。方法：招募居住於臺北市地區 65 歲以上高

齡者，採用準實驗設計進行分組。實驗組 (EG) 40 人，年齡 68.9 ± 3.6 歲，女性

75%，對照組 (CG) 37 人，年齡 76.0 ± 6.9 歲，女性 78.4%。EG 組於居家生活型

態下，使用任何一種電子產品 (電腦、手機、平板等工具) 以個人「Facebook」

臉書參與運動互動平台課程，每週 2 次，每次 75 分鐘，共計 8 週，CG 組則無介

入，8 週後所有參與者皆進行功能性體適能後測。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相依樣

本 t 檢定、單因子共變異數進行分析。結果：經 8 週居家運動互動平台方案介入

後，EG 組測驗項目優於 CG 組，椅子坐姿前彎 (8.21 ± 10.02 vs. 8.45 ± 9.98 公

分)、握力-右 (27.75 ± 8.32 vs. 22.84 ± 7.28 公斤)、握力-左 (26.41 ± 7.30 vs. 22.05 

± 6.81 公斤)、坐姿起立 (26.88 ± 4.24 vs. 20.4 ± 3.77 次)、兩分鐘踏步 (113.03 

±12.19 vs. 109.60 ± 11.69 次) 以及開眼單足立 (26.80 ± 6.97 vs.18.67 ± 11.06 秒)， 

(p < .05)。結論：本研究推論高齡者於居家環境中，以自主狀態下使用互動平台

進行運動與健身，能達成生理健康促進之目的，本研究實驗結果將提供政府及健

康相關單位，發展高齡者參與智慧運動策略之參酌。 

 

關鍵詞：老年人、居家運動、功能性體適能、運動介入、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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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n interactive smart-aging home-based exercise 

platform for older adults 

Abstract  

Background: Smart ag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facilitate healthy aging through 

technology. Although the community was able to promote the health benefits effectively in 

the elderly through traditional exercise classes,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ng in exercise 

through interactive home-based exercise platforms remain unknown. Method: This study 

was a recruit for older adults who were above 65 years and dwelt in Taipei City, were 

recruited and assigned from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Experimental group (EG) n=40, 

age= 68.9 ±3.6 years and control groups (CG) n= 37, age= 76 ± 6.9 years. The EG group 

was interventio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electronics (computer, mobile phone, tablet, etc.) 

a personal Facebook account in a home-based scenario, they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75 

minutes of exercise twice a week for 8 weeks, the CG group was restrained from any 

intervention. The function of fitness was measured after 8 weeks. Data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independent paired t-test and one way ANCOVA.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hair sits and reach test (8.21±10.02 vs. 8.45 ± 9.98 

cm)、Grip strength test-right (27.75 ± 8.32 vs. 22.84 ± 7.28 kg)、Grip strength test- left 

(26.41 ± 7.30 vs.22.05 ± 6.81 kg)、chair-stand test (26.88 ± 4.24 vs.20.4 ± 3.77 times)、

2-min step test (113.03 ± 12.19 vs.109.60 ± 11.69 times) and Open eyes with one foot 

(26.80 ± 6.97 vs.18.67 ± 11.06 se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G group 

(p< .05). Conclusion: Exercising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use of a smart-aging home-

based exercise platform can acquire the health benefits effectively, especially for the elderly 

dwelling at home. Current results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nd health-related 

units when developing exercise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elder; home-

based exercise; functional fitness; sports intervention; autonom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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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至今，無論是政府推動的社區據點健康促進計畫或機構實施的方案，共同的

目標皆是致力的克服高齡者生理健康狀態的退化、並且找尋更有效達到預防與延

緩失能的作法，使得健康促進資源能落實與不同的高齡族群，享有全面性的照護。

然則較為可惜的是，我們或許能夠發現前往各地參與社區據點與公益課程的高齡

者往往都是健康的長者，但僅有少數的社會資源或研究團隊能更進一步關注較年

長或衰弱的亞健康長者族群，或提供因為害怕出門及不便外出的居家型長者享有

對等的資源的機會，這些鮮少被重視的需求或聲音，仍存於社會中的角落，或許

是我們致力於高齡者健康促進議題時，必須深思的課題。 

居家照護在臺灣已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然若能應用科技技術提供友善的居

家運動計畫，並結合遠端網路互動的技術優勢，將運動課程以視頻方式提供給長

期居家且不方便出遠門的長者，或許能改善此族群的健康狀態，長期下來不但能

夠有效減緩我國政府的經濟或人力資源，同時也能夠減輕居家照護者的負擔。綜

上所述，本研究團擬將整合過去執行社區高齡者運動健康促進課程之經驗，將方

案延伸至居家型態的族群，透過居家運動互動平台辦理，解決居家型態長者不便

參與戶外運動的侷限，利用網絡遠端連線，提供即時性、便利性、且具備互動性

之課程，全面提升居家型態長者參與運動的意願和效益。智慧科技產品應用與資

訊世代的引領，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將能夠克服交通與距離限制、天氣及不

可抗力之因素 (如：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所以使用遠距視頻進行運動互動

平台將是當前取代實體傳統運動課程最合宜之方案首選。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 研究目的  

(一) 瞭解智慧老化居家運動互動平台現況。 

(二) 探究智慧老化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對生理健康成效。 

二、研究問題 

(一) 瞭解智慧老化居家運動互動平台現況為何? 

(二) 探究智慧老化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對生理健康成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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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招募年滿 65 歲以上，居住於臺北市之高齡者為研究對象，透過健康

服務中心及社區據點鄰里長進行公開招募，本研究實驗組參與條件為須有網絡臉

書帳號者，且有獨立上線參與運動課程者，因此研究限制會因網路或資訊學習能

力因素，可能無法推論至偏鄉網絡不佳之地區，或者不會使用網路或無任何上網

觀看直播經驗之高齡族群。 

 

第四節 研究重要性 

衡諸我國高齡者健康促進與社區據點相關之課程規劃雖然發展蓬勃，但居住

地區較遠、不方便出門或需要協助照護之長者，可能因為交通或天氣等外在因素，

造成無法維持規律的運動習慣。本研究目的旨在透過科學性的需求調查、分析與

驗證，並針對居家型態高齡者為主要參與對象，提供不願意出門或無法出門的長

輩獲得相同之運動權益。本計畫之實驗組參與者，嘗試以自主學習方式，個別於

居家進行運動互動平台線上課程的運動鍛鍊，研究結果透過功能性體適能前後測

進行分析，進一步得知參與者生理健康狀態之變化。 

 

第五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行動健康：行動健康又稱做移動醫療，透過電腦、行動電話來提供遠端醫療

服務，可以透過資訊產品的輔助檢測個人健康狀態或將資訊產結合運動的一種應

用模式，行動健康被認為是醫療領域 21 世紀最具潛力的創新性技術 (MBA 智庫

百科，2018)。本研究定義之行動健康，意旨高齡者個體透過資訊產品與網路，參

與遠端居家運動互動平台課程，並於實驗後達成個人生理健康狀態之提升。 

(二)居家運動互動平台：高齡者可透過網路空間在平台上與彼此間溝通，是一個

輔助增進互動的橋樑 (曾俊儒、陳佳宏，2008)。本研究定義高齡者參與的居家運

動互動平台，係指所有參與計畫之實驗組高齡者，個別於家中，使用個人之資訊

產品，例如：智慧型手機、桌上型電腦、平板等螢幕裝置為媒介，加入本研究設

計之運動互動平台之臉書社群，進行遠端視頻互動之運動課程，達到運動鍛鍊之

意涵。  

(三)高齡者：依據我國老人福利法 (2016) 定義係指年滿六十五歲之民眾。本研

究參考相關法規，本研究之高齡者定義為年滿 65 歲民眾為高齡者，亦為此次研

究參與之取樣年齡(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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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臺灣人口老化與現況 

根據世界衛生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組織統計，全球高齡人口預計於2050 

年底將超過 20 億 (WHO, 2015)。而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數已於 2018 年底達到

總人口 14% (約 331 萬 2 千人) 進入高齡社會。高齡社會來臨與少子化的現象將

造成勞動力失衡等問題，而醫療的發達，雖然使人類壽命延長，但若不是增加健

康的餘命，僅增長壽命對政府來說可能是種經濟負擔。根據衛福部調查指出，高

齡者醫療支出花費是一般民眾的三倍以上 (衛生福利部[衛福部]，2016)，在我國

高齡者族群醫療支出不斷提升的狀態下，如何研擬更有效的高齡者健康促進策略

已迫在眉睫。高齡照護議題充斥在我國社會輿論之中，有效的延緩老化，提升群

體長者健康不可漠視。以運動為主的健康促進模式，是當前全球性所採用之趨勢

之一 (Hallal et al., 2012; Heath et al., 2012)。同樣為各先進國家擬定高齡政策時之

參考指標 (Shaw, McGeever, Vasquez, Agahi, & Fors, 2014)。 

第二節 智慧老化對高齡者健康促進之趨勢  

行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lication, APP) 是近年來最普遍也最常使用的智慧

產品之一，在全球已有超過上百萬個APP軟體上架，且分別在IOS、Android系統

累積超過一億多次下載量，我國擁有平板、智慧型手機人口已達1,225萬人，透過

智慧型手機下載APP人數也超過964萬人，APP系統成為現今國人重要的科技資

訊應用系統，更是民眾接觸網絡資訊重要工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

會]，2014)。根據國發會資料顯示，高齡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族群從104年至106年

之間，由15.4%增加至19.7%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2017)。隨著高齡者使用

科技資訊產品的比例逐漸提升，健康行動應用系統亦是現今科技時代不可或缺的

產物之一。許多研究表明，透過智慧資科技產品的使用 (如：智慧型手機、平板

電腦、APP、穿戴式裝置) 對高齡者整體健康狀態有正向的影響力。例如：協助

慢性病患者的自我保健 (Holtz & Lauckner, 2012)、減少肥胖 (Mateo, Granado-

Font, Ferré-Grau, & Montaña-Carreras, 2015)、預防跌倒及提升平衡能力 (Moral-

Munoz, Esteban-Moreno, Herrera-Viedma, Cobo, & Pérez, 2018; Rasche et al., 2017; 

Silveira et al., 2013; van Het Reve, Silveira, Daniel, Casati, & de Bruin, 2014)。除了

透過智慧科技為媒介來維持與提升生理機能外，高齡者心理健康方面等問題仍須

進一步的探討，尤其因為退休後離開職場的角色轉換不適應、可能面臨失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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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腦部退化以及社會人際圈的改變等，都較容易造成孤獨感及心理情緒上的

負面影響，雖然有些研究指出能透過移動醫療的方式可以改善高齡者心理健康指

標，例如：改善認知心理障礙 (Martínez-Alcalá et al., 2018)、減緩憂鬱症及孤獨

感等症狀 (Chiu et al., 2016; Similä et al., 2018)，但在未瞭解我國高齡者使用資訊

科技產品與生理健康證據前，心理健康層面議題還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的延伸探

究。研究者進一步透過數據來了解高齡者健康狀態與科技使產品應用之情形，研

究者於107年針對臺北市1,069 位65 歲以上高齡者進行調查訪問報告中，發現

「有」使用智慧型穿戴裝置的比例僅占9.2%，其中受訪者使用目的，以「追蹤健

康資訊」的受訪者比例最高 (59.7%)，其次依序為「更有效的運動」(57.5%)、「偵

測睡眠品質」(26.7%) 及「生活作息提醒」(20.3%)。由此可見，使用科技產品為

媒介進行互動或可能會使更多長者增加使用之意願；可是，當前的科技產品用於

推動在高齡族群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單純利用科技產品或軟體提供健康資訊，

並不一定會受到高齡族群喜愛。至今傳統運動介入走向遠端視頻的應用，應需要

提供即時回饋的互動模式，是運動整合智慧老化發展的重要關鍵，亦是推展智慧

老化永續發展之重要方針。  

近年來國外進一步延伸發表許多有關視頻、屏幕產品促使高齡者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相關研究成果。研究發現，不同族群仍有部分的限制在未來必須要被考

慮 (Hebden, Cook, Van Der Ploeg, & Allman-Farinelli, 2012)。舉例而言，一項長期

干預研究中發現，應用程序干預依從性會隨時間而明顯下降 (Duncan et al., 2014; 

Shin et al., 2017)，可能原因在如果不是個人興趣下載而來的APP，其使用通常是

不定期且短暫的；換言之，使用應用程序在介入期間可能帶來許多益處，但是如

果未持續、積極的使用，將被視為無效且無意義 (Jee, 2017)。爰此，鑒於智慧型

手機和行動應用程式促進健康的利基點，本研究將延續當前領域之學術發展趨勢，

針對相關資訊產品應用於提升健康促進方向延伸討論，補足其研究之缺口。 

第三節 維持功能性體適能對高齡者健康之重要性 

老化對高齡者的身體機能產生深遠影響。研究指出身體衰退與是否從事規律

的運動有密切的關係。身體活動意指日常生活中由骨骼與肌肉產生動能並進行消

耗的動作。身體活動強度一般以國際通用的代謝當量 (Metabolic Equivalents, 

METs) 來評估，被定義為每公斤每小時所消耗一大卡的熱量，消耗能量介於>1.5-

≥2.9 (METs) 為輕度身體活動，耗能量介於>3.0-5.9 (METs) 稱為中等費力活動，

另外>6 METs 稱做費力身體活動 (黃品瑄、薛名淳、廖邕，2018)。對於規律從事

身體活動對高齡者來說，將能有效降低罹患慢性病的風險，例如：高血壓、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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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心臟疾病與骨關節炎，提升身體的肌力、進而減少跌倒發生率 (Daley & Spinks, 

2000)，與提高個人之健康生活品質 (Balboa-Castillo, León-Muñoz, Graciani, 

Rodríguez-Artalejo, & Guallar-Castillón, 2011; Yasunaga et al., 2018)。儘管沒有任

何方式能延緩衰老，不過規律運動對健康已有莫大益處。 

擁有良好的功能性體適能，表示高齡者具備獨立於正常日常活動中所需的身

體能力 (Milanović et al., 2013)，衰老退化的過程往往會降低人們的體適能狀態 

(敏捷性、柔軟度、肌力、心肺適能)。美國運動醫學會建議在理想情況下，高齡

者運動處方應該包括：有氧運動、肌力、平衡以及柔軟度適能 (Chodzko-Zajko et 

al., 2009)，透過多元的運動處方全面提升高齡者健康狀態。運動介入是目前最常

被用於提升高齡者日常生活能力、延緩慢性疾病以及強化身體機能的執行策略 

(謝忠展、曾國維，2017)。又如前段所述，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工具已廣泛運用在

許多健康促進方案之中，傳統運動介入提升高齡者的功能性體適能各項表現，例

如：顯著的增加肌力 (方怡堯、張少熙、何信弘，2015；Bird, Hill, Ball, & Williams, 

2009; Bottaro, Machado, Nogueira, Scales, & Veloso, 2007)、改善平衡能力(謝忠展、

曾國維，2017；Orr et al., 2006) 與提高整體功能性體適能 (方怡堯等人，2015；

蔡存維、郭彥宇、蔡櫻蘭，2011；Wen, Chen, Fang, Lee, & Wang, 2015)。接續前

節，科技產品提升健康促進與關注於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重要性，研究者進一

步搜尋有關臺灣近年來透過資訊產品與提升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指標性期刊

中，僅發現一篇，該研究指出使用 APP 有效改善職場者健康生活型態與體適能 

(Chen, Tai, Tseng, Lai, & Huang, 2019)，然而此篇研究為成年人。目前仍未有使用

科技產品提升高齡者族群功能性體適能之指標性研究成果，實有其進一步進行實

驗與探討之必要性。 

第四節 智慧科技產品融入居家運動對高齡者健康促進之發展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7) 針對 65 歲以上長者在長期照護服務措施與認知需

求報告指出，長者對「居家服務」知曉度達到 65.1%，高齡者嚮往居家服務比例

為 49.6%，遠超越日間照護 45.5%及管理機構 46.5%，換言之，此數據進一步表

明，高齡者多數不想前往長期管理機構或者透過轉介照護，同時不想使用日間照

護等方案，其理由是「希望由家人照顧」。我國長者對於居家照護的方式，多數

希望在家由家人照護，突顯了在地老化與自然終老的重要性。 

遠端網路型態之健康照護模式，已是當前的趨勢之一。若要減少醫療資源開

銷與長期照護成本，建立有效、全面且長期的居家運動方案，是我國邁入超高齡

社會重要的修正方針，如何能夠重視居家型態高齡者的需求，並同時能夠提供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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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經濟負擔最低之運動計畫方案，達到預防延緩失能、維持生理健康之目標，

是目前政府或健康相關單位務必重視的政策方向。「居家運動」 (Home-based 

exercise programs) 已經被證實能提升身體功能的表現 (Jan et al., 2004; Nocera, 

Horvat, & Ray, 2009; Suttanon et al., 2013)或提升功能性體適能狀態，說明「居家

運動」對於高齡者健康促進之重要性。根據文獻指出，缺乏人際互動是高齡者所

面臨的重要課題，調查顯示 70 歲至 85 歲的高齡者中也有 25%的比例不願意出

門，而 56 歲到 69 歲的高齡者總是待在家中的比例仍有 14% (Senger, Oki, 

Trevisan, & McLean, 2012)。不願意出門會影響高齡者心理健康，也可能使生理功

能產生退化，進而造成失能的主要原因。 

科技技術引領之下，遠端居家照護型態是供給高齡者全面性健康照護的另一

項選擇，具備輔助監測功能的遠端產品，有效的掌握高齡者生活品質與安全 

(Geraedts, Zijlstra, Bulstra, Stevens, & Zijlstra, 2013; Liu, Stroulia, Nikolaidis, Miguel-

Cruz, & Rincon, 2016)。綜述性文獻指出，透過 E-health 或 M-health 遠端視頻技

術，能夠提升高齡者身體適能和心理健康狀態 (Kampmeijer, Pavlova, Tambor, 

Golinowska, & Groot, 2016)，並且遠端型態教學和傳統現場教學被認為具有相同

效果，而遠端教學可貼近教學者與學習者實際的距離、提供立即回饋之優勢 

(Ikeyama, Shimizu, & Ohta, 2012)，並且有效降低人力成本支出 (Silveira et al., 

2013)。環顧遠端居家介入與高齡者生理健康促進相關文獻 (Hong, Kim, Kim, & 

Kong, 2017; Hong, Kong, & Yoon, 2018; Lee, Jung, Byun, & Lee, 2016; van Het Reve 

et al., 2014; Wu, Keyes, Callas, Ren, & Bookchin, 2010)，發現上述研究結果較多探

討單一的運動成果和效益，鮮少有研究得知實驗介入後更完整且全面性的功能性

體適能變化，臺灣探討高齡者與功能性體適能的成果則指出了多元運動的重要性 

(方怡堯等人，2015；廖芳綿、蘇鈺雯、郭嘉昇、黃清雲、魏惠娟，2019)。嘗試

使用遠端網路方式，進一步設計相關遠端視頻課程達到高齡者多元性功能與健康

促進的目的為可執行之策略，亦補足當前遠端居家鍛鍊的研究缺口，在高齡族群

健康促進之影響力。 

第五節 本章總結 

傳統的運動介入方案走向科技鍛鍊介入模式是邁向智慧老化的重要途徑。

研究者透過文獻綜整後，基於科學實證的基礎，規劃出適合給予高齡者參與的

遠端居家互動運動課程，本研究成果將提供給我國相關研究單位及健康機構，

實施遠端線上學習、居家運動鍛鍊推動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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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研究方法，共有三節，分別敘述如下：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樣本收集，第三節 研究工具，第四節 實驗數計，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蒐集國內外有關科技產品，如：

智慧型手機、電腦、平板等，並於居家進行運動、線上互動學習提升生理或整體

健康效益等研究文獻，使研究者能夠詳細瞭解研究主題之發展趨勢。透過搜尋國

外相關文獻進行居家運動互動平台資料聚焦，藉此釐清此研究主題之方向與執行

時，如：樣本選取定義、實驗介入設計、研究工具使用及研究時程規劃等相關資

訊。接著，透過焦點團體法 (Focus groups) 邀請數位學習、高齡者領域之專家

和參與本研究線上平台操作相關人員，進行開會討論，瞭解高齡者使用有關資訊

產品或實際進行操作網路及獨自使用視頻時可能所面臨之狀況，並確認可行的居

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方案，評估運動平台在臺灣社區高齡者族群進行實驗時之可

行性。研究團隊助理進一步確認高齡者使用之智慧型工具和網絡頻道類型和樣式

後，緊接著辦理說明會，招募合適之研究參與者。最後，為檢視本研究透過運動

互動平台介入之直播課程介入效果，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 進行操作。實驗組招募條件訂為：具有「Facebook」臉書

帳號之高齡者，以確保每一位參與者會使用網路平台操作及能夠獨自的定時參與

遠距運動課程為條件；對照組則不一定需要有「Facebook」臉書帳號者，皆可報

名參加。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樣本收集 

實驗組具備以下條件：(1)年齡滿65歲以上 (2)具備獨立自主生活能力者 (3)

需具備使用智慧型手機、網絡操作能力 (4)擁有個人「Facebook」臉書帳號 (5)可

自行獨立於家中進行運動者。對照組參與者具備條件：(1)年齡滿65歲 (2)具備獨

立自主生活能力者。辦理招募說明會及告知活動流程後，共計有110名長者有興

趣並參與 (說明計畫流程、確認參與條及填妥研究知情同意書，並進行功能性體

適能檢測)。經解說計畫流程、參與條件確認、功能性體適能前測，不符合條件排

除人數共有23人，其原因包括：(1)未填妥完整相關知情同意書3名 (2)有臉書帳

號但幾乎不會使用也無法獨立使用者10名 (3)因個人事務參與其他活動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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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完整的實驗介入與檢測時間者8名(4)年齡未滿65歲2名，如圖1。 

 

 

 

 

 

 

 

 

 

 

 

 

 

 

 

 

 

 

 

 

 

 

 

圖 1 參與者篩選流程圖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 居家運動互動平台創建實施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居家運動互動平台經由 Brio 4k Pro WEBCAM 網路攝影機 (圖 2)、

無線麥克風 (HANLIN 2.4G) 連接筆記型電腦，將音源、視訊源輸入電腦，經由

直播串流軟體 OBS Studio (圖 3) 將兩者整合；另外，為使觀看者能夠更快速理

解課程內容，直播間使用串流軟體系統 (OBS Studio)，在運動課程直播之前放上

事前備製之相關資料、橫幅 (PNG 圖檔) 例如：運動鍛鍊內容解說等，即時監控

當前直播畫面與聲音、網路傳輸狀況並與觀看之實驗介入參與者同步進行線上課

程互動 (圖 4)，達成遠端居家運動教學和學習之效益。 

透過臺北市健康服務中心進行公開招募宣傳  

實驗組  

排除不符合人數：total n=7 

因故未參與後測 n=3，未完整使用運動平

台運動中途退出 n=4 

有效樣本=n40 

對照組  

排除不符合：total n=3 

因故未參與後測 n=3 

有效樣本 n=37 

研究團隊工作準備、專家會議 實驗組招募條件： 

(1) 年齡滿 65 歲以上  

(2) 自主生活能力者 

(3) 獨立使用智慧型手機、網絡操作能力  

(4) 具備個人 Facebook 臉書帳號 

(5) 可自行獨立於家中進行運動者 

對照組招募條件： 

(1)年齡滿 65 歲以上 

(2)具備獨立自主生活能力者 

辦理計畫招募說明會 

 (說明計畫流程、確認參與條、填妥知情同意

書，並進行功能性體適能檢測) 

n=110 
排除不符合人數 total n= 23  

(1)未填妥完整相關知情同意書 n=3 

(2)有臉書，幾乎不會使用 n=10 

(3)無法配合完整實驗流程 n=8 

(4)年齡未滿 65 歲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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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rio 4k Pro WEBCAM  

 

圖 3 直播串流軟體 

 

圖 4 運動互動平台 

二、居家運動互動平台課程規劃與設計： 

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之課程介入內容，參考研究者近幾年協助市政府推動臺北

市悠活站運動方案開發的「高齡者全方位運動指導手冊」為課程內容依據張少熙 

(2015) 以及 ACSM (2013) 提出之運動原則進行編製，建議高齡者每週應累計至

少須達到 150 分鐘以上中等強度身體活動量，係以多元運動訓練原則進行設計 

(張少熙，2015；Chodzko-Zajko & Medicine)。 

三、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工具： 

1.功能性體適能測驗：本研究採用 Rikli 與 Jones 設計之功能性體適能測驗手冊 

(Senior fitness testmanual, SFT) 定義之檢測項目，其檢測工具已被廣泛用於評估

各類型之社區老年人族群，並且具有良好信、效度指標 (Rikli & Jones, 2013)。 

根據 Rikli 與 Jones 指出，功能性體適能檢測是需要在安全且沒有疲勞之狀況下

進行檢測，能夠較準確的評估出日常生活之能力，本研究所採用此作為檢測工具。 

2.快速評估系統：本研究加入快速評估系統工具，做為評估高齡者是否有衰弱與

失能之風險，此檢測項目具有操作便利性、並無侵入性，並補充前述功能性體適

能測驗項目，可使檢測更具全面性，快速評估系統測驗工具包括：握力及開眼 (睜

眼) 單足立。 

A.握力 (Hand and Grip Strength, HGS)，測驗時受測者手持握力器，緊握三秒

後放手，瞭解受測者最大握力之情形，詳細握力檢測以公斤 kg 為檢測單位 

(Gibson & Heyward, 2018)。握力再測信度為 0.907 至 0.987 (張棋興、梁忠詔、

劉翊勳、陳家慶，2014)。  

B.開眼 (睜眼) 單足立 (One leg standing test, OST)，測驗時將根據 Springer 

等人 (2007) 設計之檢測方式作為參照標準，開眼單足立主要用於檢測靜態

平衡能力，檢測以秒為單位，施測時高齡者可站於安全空曠的場域，或者有

志工在場，以及提供桌椅可攙扶，避免不平衡時發生之危險 (Springer, Marin, 

Cyan, Roberts, & Gill, 2007)。本研究參照衛福部銀髮族健康體能手冊 (2015) 

評估靜態平衡能力檢測則以 30 秒為原則，身體平衡不搖晃，超過 30 秒代表

平衡感良好，低於 30 秒代表平衡感不佳 (衛福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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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者樣本特性調查      

本研究調查包括參與者基本資料：年齡、性別、身高及體重，並計算身體質

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kg/m2) (衛福部，2020)，以及詢問參與者個人之

特殊疾病史 (無/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癲癇、氣喘、骨關節疾病、其他)。

在進行功能性體適能測驗前，研究團隊使用以林嘉志 (2012) 翻譯之中文版身體

活動準備問卷 (Physical Actively Readiness Questionnaire [PAR-Q]) 調查所有參與

者之健康情形，確保高齡者皆在健康與安全狀態下參與本計畫 (林嘉志（譯）， 

2012)。   

 

第四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為瞭解使用運動互動平台進行之運動訓練對於功能性體適能之效益，

實驗設計區分為實驗組以及對照組，實驗組每週進行 2 次 (共 150 分鐘) 運動介

入課程，對照組則無介入。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節說明為達到研究目的，探究智慧老化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對生理健康

成效，研究者使用之研究工具共有三個，統計分析方法及步驟分別敘述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研究透過描述性統計綜整參與者的年齡、性別、居住地區、疾病情形等資

料，呈現樣社會人口背景樣本特性。 

二、相依樣本 t檢定 Paired sample t test： 

本研究透過相依樣本 t 檢定，瞭解實驗組與對照組於功能性體適能介入前與

介入後各項檢測成績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M (SD)。 

三、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One way ANCOVA： 

為了能清楚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功能性體適能檢測比較之結果，本研究故採

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One-way ANCOVA) 進行組內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首先

確認兩組之組內迴歸係數是否具有同質性，符合同值性之假定 ( p > .05)，若皆

具有同質，將可符合進行共變數分析之標準 (吳明隆、涂金堂，2014)。接著藉由

控制共變項干擾效果，瞭解實際介入後實驗組參與者在功能性體適能變化之情形，

本研究以套裝軟體 SPSS 23.0 for Windows 進行分析，各項統計考驗顯著水準α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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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 

第一節 居家運動互動平台參與者社會人口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實驗組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68.9 (±3.6) 歲，女性 30 人 (75%)，BMI ( ≥ 24) 有

12 人 (30%)，對照組，平均年齡為 76.9 (± 6.9) 歲，女性亦為 29 人 (78%)，BMI 

( ≥ 24) 有 8 人 (21%)。 

表 1 居家運動互動平台參與者社會人口背景摘要表 

變項 類別 EG n= 40 CG n= 37 

年齡 (±SD)   68.9 (±3.6) 76.0 (±6.9) 

性別 男 10 25% 8 22% 

 女 30 75% 29 78％ 

BMI (kg/m²)  (<24) 28 70% 29 78% 

 ( ≥ 24) 12 30% 8 21% 

註 1：BMI = Body Mass Index，M (±SD)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二節 相依樣本 t檢定之功能性體適能前後測得分 

實驗組除了抓背、開眼單足立後測成績未達統計顯著差異，其椅子坐姿前彎、

手臂彎舉、握力-右、握力-左、坐姿起立、兩分鐘踏步以及 8 英呎繞行，達到統

計顯著水準，t 值依序為 (t= -2.92、-3.97、-3.45、-3.93、-11.29、-0.86 與-3.82，

p < .05)。未進行介入實驗之對照組的功能性體適能表現的前後測分數，僅有握力

達顯著差異，其餘未顯著。 

 

表 2 運動互動平台介入後 EG 組與 CG 組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檢測構面 前測 後測   相依樣本 

 M (±SD) M (±SD) t p 

抓背          EG -1.17  (11.77) -.64  (9.11)   -0.45 .66 

CG -.196 (9.96) -3. 82 (11.83) 1.79 .08 

椅子坐姿前彎  EG 5.86  (10.84) 8.21  (10.02)   -2.92* .01 

CG 9.51  (12.99) 8.45  (9.98)  0.96 .35 

手臂彎舉      EG 24.13  (5.16) 27.55  (4.64) -3.97* <.001 

CG 25.27  (4.35) 24.54  (29.80) .15 .88 

握力-右       EG 26.18  (8.38) 27.75  (8.32) -3.45* .00 

CG 25.24  (7.41) 22.83  (7.30) 5.6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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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力-左       EG 24.74  (6.80) 26.41  (7.30) -3.93* <.001 

CG 23.09  (6.26) 22.05  (6.81) 2.81* .01 

坐姿起立      EG 18.80  (4.41) 26.88  (4.24) -11.29* <.001 

CG 20.41  (5.29) 20.43  (3.77) -0.05 .96 

兩分鐘踏步    EG 99.65  (12.85) 113.03  (12.19) -0.86* <.001 

CG 106.95  (13.62) 109.59  (11.69) -1.55 .13 

開眼單足立    EG 25.13  (8.31) 26.80  (6.97) -1.60 .12 

CG 18.65  (10.66) 18.67  (11.06) -0.01 .99 

8 英呎繞行     EG 5.01  (0.65) 5.32 (0.71) -3.82* <.001 

CG  5.75  (0.78)   5.73  (0.81)  0.27 .79 

註：*p < .05，M (±SD)=平均數 (標準差)，EG 實驗組，CG 對照組。 

 

第三節 實驗組與對照組功能性體適能之後測差異 

 本研究進行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分為兩個皆段。(一)實驗組與對照組之組內

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 (二)實驗組與對照組功能性體適能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之組內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 

八項功能性體適能項目，F 值依序分別為 0.89、2.60、0.14、0.21、0.11、0.95、

0.25、0.27 以及 0.37。上述檢測構面之 p 值介於.11 至.88 之間 (p 值皆> .05)，顯

示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共變數 (功能性體適能前測成績) 與依變項 (功能性體適能

後測成績) 間關聯性在各組內是相同的，符合共變數組內迴歸係數之同值性假定，

可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 (吳明隆、涂金堂，2014；邱皓政，2019)。 

表 3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組內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 

檢測構面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抓背 26.02 1 26.02 0.89  .35 

椅子坐姿前彎 63.99 1 63.99 2.60 .11 

手臂彎舉 62.38 1 62.38 0.14 .71 

握力-右 0.16 1 0.16 0.21 .88 

握力-左 0.67 1 0.67 0.11 .75 

坐姿起立 9.47 1 9.47 0.95 .33 

兩分鐘踏步 19.81 1 19.81 0.25 .62 

開眼單足立 14.29 1 14.29 0.27 .61 

8 英呎繞行 0.08 1 0.08 0.37 .54 

註：*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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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組與對照組功能性體適能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此外，整體八個功能性體適能檢測構面在效果量 partial eat squared (η2)，依

序分別為 .01、.06、.01、.37、.23、.57、.16、.08 以及.04，根據 Cohen (1988) 指

出，效果量低於 0.2 為低效果，0.5 代表中等，0.8 以上為高效果 (Cohen, 1988)。

本研究實驗組功能性體適能檢測成績具有輕度至中度之正向改變。統計檢定力，

依序則為.15、.54、.11、1.00、1.00、1.00、.96、.68 以及.40，檢測構面除了「抓

背」、「椅子坐姿前彎」、「手臂彎舉」以及「8 英呎繞行」統計檢定力較低，其餘

檢測構面皆符合一般研究之參考標準。 

 

表 4 實驗組與對照組功能性體適能之單因子共變數檢定摘要表 

檢測構面 調整後平均數 M (±SD) 型 III 平方和 F 淨 η2 統計檢定力 

 實驗組 對照組     

抓背 -.638 (9.11) -3.82 (11.83) 26.02 0.89  .01 .15 

椅子坐姿前彎 8.21 (10.02) 8.45 (9.98) 109.65 4.36* .06 .54 

手臂彎舉 27.55 (4.64) 24.54 (29.80) 242.79  0.56  .01 .11 

握力-右 27.75 (8.32) 22.84 (7.28) 313.78 42.59* .37 1.00 

握力-左 26.41 (7.30) 22.05 (6.81)  136.89 21.84* .23 1.00 

坐姿起立 26.88 (4.24) 20.43 (3.77) 990.56 99.87* .57 1.00 

兩分鐘踏步 113.03 (12.19) 109.60 (11.69) 1117.82 14.38* .16 .96 

開眼單足立 26.80 (6.97) 18.67 (11.06) 318.31 5.99* .08 .68 

8 英呎繞行 5.32 (.71) 5.73 (.81) 0.64  3.02  .04 .40 

註：*p < .05，平均數 (標準差) M (±SD)。   

 

第伍章 討論  

「直播」(Live-Streaming) 又稱作即時串流，可透過當下的資訊產品，如：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視頻，進而進行即時互動的一種方式 (Li, Hu, Huang, & 

Duan, 2017)。直播為目前新世代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絡，並在全球廣泛應用與流行，

例如：旅行業辦理活動時，可透過直播來給予顧客真實性的感受，分享實際的旅

遊體驗細節  (Deng et al., 2019)，或者宗教團體可透過直播進行特定的儀式 

(Golan & Martini, 2019)。直播具備的即時特性，將是 21 世紀中最有利的網絡傳

播工具 (Deng, Benckendorff, & Wang, 2019)。 

抓背測驗，是評估上肢的柔軟度的重要依據，尤其是肩膀關節活動度，高齡

者的柔軟度與日常生活能力相關，例如：穿衣服、洗澡、穿鞋、進行簡單的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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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然而本研究上肢柔軟度並為達顯著之進步；但是，在下肢柔軟度方面則與蔡

存維、郭彥宇、蔡櫻蘭 (2011) 研究結果略為相似，伸展訓練課程能夠提升高齡

者柔軟度的維持 (蔡存維等人，2011)，但是本研究又與方怡堯、張少熙、何信弘 

(2015) 研究卻略有不同，該研究以多元性運動訓練對社區高齡者介入 12 週後，

並未發現柔軟度指標獲得改善 (方怡堯等人，2015)。本研究於上肢柔軟度無顯著

的提升，但在下肢柔軟度卻有進步的結果，推論其原因在於，柔軟度也可能會隨

年齡增長而衰退，相關研究建議較長的介入時間，或針對特定的肢體進行加強練

習，可能會更具改善效益 (O'Grady, Fletcher, & Ortiz, 2000)，儘管本研究依據

ACSM (2013) 運動處方進行完整的運動處方設計，但是個人的上肢與下肢柔軟

度的能力也可能因為身體的退化與保養的結果而有不同的結果 (Chodzko-Zajko 

& Medicine, 2013)，又因本研究採用網路視頻方式進行介入，高齡者在居家自行

學習時，可能個別之學習的狀態掌握度較低；並且另外有研究指出，進行遠距的

居家運動鍛鍊時，具有監督的學習型態對學習者的學習效益幫助更多 (Hong et 

al., 2017; van Het Reve et al., 2014)，因而未來建議能嘗試透過監督行態的方式進

行學習，落實遠端網絡視頻運動，提升柔軟度適能之成效。 

肌力 (阻力) 測驗表現方面，本研究結果與黃泰諭 (2005) 針對女性高齡者

進行 10 週水中有氧提升下肢肌力結果相近 (黃泰諭、張哲榕、林曼蕙、方進隆， 

2005)，亦與廖芳綿等人 (2019) 社區多元性運動方案介入達到上肢、下肢肌力提

升結果相似 (廖芳綿等人，2019)；同時也與 Hong 等人 (2017) 透過視頻系統對

衰弱高齡者進行阻力訓練研究結果類同，Hong (2017) 研究發現透過遠端介入的

運動模式，可增加高齡者骨骼肌肉之質量和下肢身體能力 (Hong et al., 2017)，以

及 Hong (2018) 使用 Skype 視訊運動鍛鍊計畫提升高齡者下肢肌力表現的研究

結果相仿 (Hong et al., 2018)，上述之研究結果間接地顯示遠端運動鍛鍊，對高齡

者是一種新穎且有效的運動鍛鍊方法。不過，肌力項目在手臂彎舉項目未達顯著

進步之情形，建議未來研究介入時可參考 Hong (2017) 之研究建議，進行遠端課

程執行時，肌力訓練可透過增加負重 (例如：使用其他啞鈴或水瓶等工具)，提升

上高齡者的肌力表現。 

除此之外，心肺適能是日常生活中行走、體能狀態之參考指標，本研究經居

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後，實驗組高齡者於 2 分鐘踏步測驗項目達顯著進步，本研

究支持過往的研究結果，與方怡堯等人 (2015) 透過傳統的多元性運動訓練提高

社區高齡者心肺適能結果相像，但是與廖芳綿等人 (2019) 研究結果略有不同；

方怡堯等人 (2015) 研究針對的是普通的社區高齡者，而廖芳綿等人 (2019) 針

對肌少症或衰弱的高齡族群進行介入；本研究則是招募一般健康狀態之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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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有別於過去兩篇研究之實驗設計，所採用傳統的實體課程對社區進行運動介

入，本研究透過遠端網絡型態的視頻工具進行運動介入，並提升心肺適能為目標，

心肺適能提升對於高齡者有需多好處，高齡者若能維持規律運動則在慢性疾病和

新陳代謝等皆有相對之助益 (Hassinen et al., 2010)。研究表明，無論使用傳統或

網絡居家學習皆能達到運動鍛鍊的心肺適能改善效果，而本研究之網絡平台學習

形式則提供未來相關研究設計之參酌。 

平衡能力方面，本研究則與過去研究略有不同。研究者發現實驗組高齡者在

介入後，其動態平衡敏捷能力在八英呎繞行項目上，未達到顯著進步之情形，但

是在靜態平衡的開眼單足立則有顯著之提升。研究指出，動態敏捷能力是評估高

齡者面臨危險時、避免跌倒反應的重要能力 (高禎陽、蔚順華、李朝智、劉復康，

2012；De Vries et al., 2012)。本研究在敏捷能力與方怡堯等人 (2015) 研究結果不

同，該研究介入後，於八英呎繞行項目達顯著進步；但本研究結果與謝忠展、曾

國維 (2017) 透過樓梯運動對高齡者提升功能性體適能介入之結果相似，該研究

在實驗介入後，八英呎繞行後測成績未優於前測。推論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介

入時間較短，如方怡堯等人 (2015) 介入時間為 12 週，本研究則是 8 週，推論本

研究無法明顯且完整的提升整體平衡能力表現有關，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考量

延長介入的時程，提升整體之平衡能力。進一步與國外透過遠端視頻介入之研究

結果比較，Van Het Reve 等 (2014) 以平板電腦 ActiveLifestyle 提供肌力、平衡

訓練的多元型態家庭式鍛鍊計畫 12 週後，比起採用紙本手冊學習的長者，使用

電腦進視頻行學習的高齡者在步態能力獲得顯著進步。本研究部份支持國外的研

究結果，雖然本研究平衡能力指標僅於靜態平衡成績獲得改善，但是我國衛生福

利部銀髮族健康體能檢測項目標中，靜態平衡仍為評估平衡能力的檢測指標 (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5)，高齡者的靜態平衡能力仍值得未來更多關注與重視。 

接續，研究者針對採用遠端視頻運動鍛鍊之研究設計進行相關比較和討論。

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之設計與 Lee 等人 (2016) 研究設計略為相似，該研究持

以 iPad 進行家庭型態的鍛煉計劃，提供高齡者進行：伸展、肌力、有氧、平衡等

多元運動課程 (n=26, M age = 82.1)，該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長者在認知功能表

現比起對照組有更好的表現，且對照組高齡者認知功能則有下降之趨勢 (Lee et 

al., 2016)，雖然本研究未延續調查認知能力與遠端運動課程之間的關係，然而本

研究亦採用智慧型手機及平板為研究介入之使用工具，以直播互動的型態提供多

元性的居家型態運動課程，並於實驗結束後得知實驗組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提升

之成果，提供生理健康改善的研究成果；而且，本研究的參與對象相較於 Lee 等

人的對象年輕、人數較多 (實驗組 n=40 人，M=68.9，對照組 n= 37，M=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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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參與者樣本，提供更大群體的介入效益。但是，由於高齡者個體健康狀態差

距大，其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態層面甚廣，不同的年齡與性別可能皆產生不同的結

果，不同介入工具以及實驗設計亦可能有所不同，未來仍待研究進一步延伸與補

足其他面向之研究缺口，提供更嚴謹有效的研究證據。 

其他因素方面，本研究居家運動互動平台研究開發之線上網絡課程與傳統實

體型態之運動課程相比，優勢在於能夠克服天氣、與交通等不可抗力因素，所造

成的運動參與意下降，此外研究數據蒐集方面，同時也能夠降低樣本之流失率 

(Hong et al., 2018)。儘管遠端居家型態的運動鍛鍊對於高齡者的健康狀態提升有

許多幫助，但是卻有不同的研究提出一些困境與限制，如 Adcock (2020) 研究指

出，參與者表示體驗遠端視頻教學回饋指導後，可能出現不滿意的原因，是因為

視頻運動當下的指導並不夠準確，且與實體的課程相比，遠端線上教師提供的回

饋少了具體性與真實感，無法如現場的傳統教學來的精準 (Adcock et al., 2020)，

抑或有研究指出，高齡者個人在家中進行鍛煉的同時，可能需要有家人或朋友提

供適當的支持，是高齡者居家參與規律運動重要的動機 (van Het Reve et al., 2014)。

Wu 等人 (2010) 則提到，參與居家運動的高齡者本身若對運動缺乏興趣，或無

同伴形成孤立和缺乏支持時，運動參與的程度與頻率很可能因此降低 (Wu et al., 

2010)。綜上所述，這些外部與內部因素皆可能使高齡者中斷或停止參與遠端網

絡運動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於本次介入實驗後，經口頭詢問多位高齡者參與

的心得，多數高齡者表示個人的參與動機的確可能成為影響居家型態運動鍛練持

續與否的關鍵因素，過去相關文獻驗證，運動動機和功能性體適能之間的表現有

關 (王秀華、李淑芳，2011) 基此，建議未來相關研究採用遠端視頻進行介入時，

盡量能夠了解參與者的特性，以利掌握更全面之遠端運動鍛練介入學習效果，同

時提供運動參與動機等更廣泛之訊息。  

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討論，本章第一節 綜整研究之結論，第二節 提出有關於研究之

建議，分別敘明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為先探性之研究，首次嘗試在臺灣招募 65 歲以上高齡者參與居家運

動互動平台介入之實驗，研究結果證明網絡型態的直播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對

於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提升具有良好效益，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高齡者在柔軟

度、肌力、心肺適能以及平衡能力之表現皆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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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產品已經成為了現代人的必備生活工具。本研究嘗試以居家運動互動平

台介入之推動，盼能夠降低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彌補被迫中斷運動的窘境，提

供有效解決傳統型態運動課程之替代方案，落實智慧老化與居家健康促進整合之

願景。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仍存有幾項限制，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幾項未來研究參考之建議。 

第一、本研究僅針對臺北市地區之高齡者進行介入，但實際上仍有許多高齡者並

不會使用網絡或者智慧型手機與平板等產品，所以本研究結果較無法推論到不會

使用資訊產品進行運動學習之族群。第二、本研究僅招募具備自主生活能力及獨

立運動能力之健康高齡者，並未對殘疾或亞健康等族群進行研究，建議未來可進

一步了解其他高齡者使用族群使用遠端直播運動課程於健康狀態改善之效益。第

三、本研究實驗介入期間為 8 週，未來運動鍛鍊的時間應可再拉長，對於高齡者

功能性體適能表現或許能夠更紮實的提升，抑或針對心理健康層面進行調查，如

瞭解跌倒恐懼或健康活品質等，增添更完整之遠端運動直播的生心理健康促進訊

息。第四、本研究透過直播進行居家運動互動平台介入，雖然可以即時與高齡者

在課程中對話和互動，高齡者也能透過社群留言即時的回應個人學習狀況，但是

我們仍然無法得知他們當下個別運動的影像，未來若針對較衰弱之族群或者有指

導需求的對象，可能嘗試在同意監督允許後，採雙鏡頭的影像進行監督式學習，

了解遠端客戶實際學習之狀況。第五、本研究僅以量化方式的橫斷性研究，無法

推論長期之因果關係，然而研究者建議增加執行保留測，了解實驗組介入停止後

之功能性體適能變化，驗證更完善的遠端居家互動平台之成效。  

附件-計畫實施實景 

 

本計畫始業式 

 

功能性體適能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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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於居家實際參與運動互動平台課程 

 

實驗組高齡者參與居家運動互動平台 

 

線上運動互動平台課程 示意圖 

 

計畫主持人與參與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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