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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背景：科技數位時代的來臨，學習將不再受到時間與空間限制。臺
灣中高齡網路使用普及率為81.5%，網際網路已逐漸成為中高齡族群
社交生活趨勢。智慧手機功能除了電話、遊戲、社交，APP軟體也蓬
勃發展。透過健身APP達到健康促進效益已不僅是年輕族群的主流
，然而國內較少研究針對高齡者使用APP健康相關軟體，對於功能性
體適能成效進行相關探討。方法：本研究依據ACSM與WHO的高齡者運
動原則編製之高齡者全方位運動指導手冊內容，開發出專屬高齡者
的運動促進APP軟體，使用APP期間共8週，於第0週與第9週進行體適
能檢測。本研究招募居住於臺北市年齡55歲以上中高齡者，共計有
63份有效樣本，使用描述性統計、相依樣本t檢定進行差異性分析
(p<.05)。結果：(一) 本研究根據ACSM高齡者運動指導原則，融入
科技應用，成功開發適用於高齡者的智慧運動軟體「90活力站」
APP；(二) 本研究參與者共有68%為65歲以上參與者，84%為女性
；(三) 透過相依樣本t檢定，發現參與者使用8週APP後，在功能性
體適能成績上皆有顯著進步，且全體參與者平均一週使用時間超過
150分鐘。結論：高齡者自主使用運動APP觀看影片可以提升功能性
體適能表現。有關高齡者使用運動APP軟體之頻率、時數對於健康產
生之效益仍有待未來更多研究驗證。本研究基礎可進一步發展與推
廣高齡者使用運動APP來達到健康促進之成效，建議研究及政府相關
單位可推動科技產品輔助實體運動課程，落實長者學習便利化、維
持有效長期自主運動習慣，在科技普及與高齡的世代，實為重要且
可行的做法。

中文關鍵詞： 高齡者、APP、健康促進、智慧老化

英 文 摘 要 ： Background: In the new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rning will not be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coverage rate of Internet usage for
middle -and elder-aged group has risen to 81.5 percent in
Taiwan. Therefor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primary means of
social networking. Besides the function of phone calling
and game playing, application (so called Apps) is also a
flourishing feature of smart phones. Maintaining a healthy
body through fitness apps is no more a trend only in the
young-age group. However, there are only limited studies on
elders using health-related applications, and related data
and effect analyzed are also lacke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e Exercise Guide for Older Adults, which was
edited by ACSM and WHO,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n exercise-
promoting application for the elder. This application meets
the exercising requirement for elders in the guidebook, and
it applies a complete exercise program.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recruited elder volunteers (>55 years old)
who live in Taipei city.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is 63.
The researcher analyze the sample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aired sample t test (p<.05). Results: 1.
This research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 application, which
based on the exercise guide of ACSM. 2. 68% of the



attendan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ges higher than 65 years
old, and the female proportion of this group is 84%. 2. By
using paired sample t test, we find that after using this
app for 8 weeks, the elder has a dramatically improvement
in functional physical fitness scores, all participants use
more than 150 minutes a week in average. Conclusions: Using
app videos can really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of
functional fitness for the older adult. However, the
frequency of the elders using exercise apps, the 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 length and the benefit of it are still
waiting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find out.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proofs that the elders could improve their
health by using exercise app.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the relevant units could support on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using gadget as exercise assistive device, improve the
elders' convenience of learning, and maintain effective
long-term self-study habit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aging society, it is also indispensable
to improve our life by using new tech gadgets like
smartphone and its apps.

英文關鍵詞： older adult, APP, health promotion, intelligent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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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科技部「高齡者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之建構與應用」執行內容修正 

    依據 106年申請計畫內文之研究計畫內容中，專家學者支持，惟本計畫欲進

行老年人【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的建構】，研究者提出三年研究，僅獲得一年

研究時程。而為了能讓此次研究計畫案能臻至完善，則重新修正與補充說明，內

容如下。 

    本研究透過文獻收集，了解目前科技與智慧老化趨勢，國外文獻已證實，透

過手機預防跌倒 APP 軟體，提供高齡者有效且便利的健康監測策略。德國已針

對高齡者預防跌倒設計專屬使用手機 APP 進行設計與調查，均有良好成效 

(Rasche, Mertens, Bröhl, Theis, Seinsch, Knobe et al., 2017; Rasche, Schlomann, 

Mertens, 2017)。另外西班牙研究也開始比較如 IOS、Android 不同款手機 APP 平

衡軟體的系統功能性調查 (Moral-Munoz, Esteban-Moreno, Herrera-Viedma, Cobo, 

Pérez, 2018)。歐洲關於高齡者、防跌、平衡等健康促進研究，都已經開始與 APP、

智慧手機趨勢結合，值得參考。本研究原提出之三年之研究目的共有六項：(1) 建

構高齡者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之內涵(2) 調查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之使用

現況與需求(3) 驗證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與身體活動及功能性體適能之關係(4) 

修正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之推廣模式(5) 檢驗高齡者使用智慧老化運動促進

系統對身體活動及功能性體適能之變化情形(6) 縱貫調查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

統在高齡者應用之狀況。 

    如前所述，本研究在僅獲一年補助之限制下，為提高學術貢獻、提供更多有

效、符合現今科技智慧老化之研究成果，針對研究方向進行調整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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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修正研究方向： 

壹、 研究目的： 

一、建構高齡者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之內涵。 

二、驗證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及功能性體適能之關係。 

貳、建構高齡者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依據以上兩個目的，本研究建構之臺灣

高齡者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目的是將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建構出來並

讓受試者確實執行。本研究使用近年執行高齡者計畫中運動促進影片、圖片 

(符合 ACSM 及WHO所建議的高齡者運動課程之內容)，使用「高齡者全方位

運動指導手冊」，開發出符合長者適用之運動促進 APP，包含運動教學影片

(如：伸展、肌力、有氧、平衡) 等四部運動教學影片，提供參與者觀看使用。

此系統除了具備運動教學功能外，並具備後台監測功能，記錄每位受測者每週

使用時間，並設定防待機過長之時數的過濾程式，以確保實驗之準確度。 

參、研究對象及預計收案人數：本計畫研究對象為居住於臺北市地區 55 歲以上

的中高齡者、以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以及鄰里長辦公室所辦理之「社

區悠活站」或「社區運動團體」參與者為對象，透過公開招募的方式參與本計

畫，成功招募超過 60位能自主進行身體活動的健康高齡者。 

肆、驗證並分析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之成效：所招募受試者須進行 8 週運動

APP 的使用，並在活動實施前(第 0週)實施功能性體適能前測，實驗結束後，

於(第 9週)進行功能性體適能後測。將所獲得之資料進行分析，以描述性統計

及相依樣本 t 檢定等相關統計資料進行分析，最後並統整參與者使用後的回饋

與建議，綜整成最終研究成果。 

伍、研究成果：參與者透過本計畫所開發之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 APP 介入後，

功能性體適能指標能獲得顯著提升。採以智慧老化的 APP 促進系統能夠輔助

傳統式的運動促進課程模式，進一步改善高齡者的健康功能、降低目前運動指

導人力所花費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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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之建構與應用 

摘要 

    背景：科技數位時代的來臨，學習將不再受到時間與空間限制。臺灣中高齡

網路使用普及率為 81.5%，網際網路已逐漸成為中高齡族群社交生活趨勢。智慧

手機功能除了電話、遊戲、社交，APP 軟體也蓬勃發展。透過健身 APP 達到健

康促進效益已不僅是年輕族群的主流，然而國內較少研究針對高齡者使用 APP

健康相關軟體，對於功能性體適能成效進行相關探討。方法：本研究依據 ACSM

與WHO的高齡者運動原則編製之高齡者全方位運動指導手冊內容，開發出專屬

高齡者的運動促進 APP 軟體，使用 APP 期間共 8週，於第 0週與第 9週進行體

適能檢測。本研究招募居住於臺北市年齡 55 歲以上中高齡者，共計有 63份有效

樣本，使用描述性統計、相依樣本 t 檢定進行差異性分析 (p<.05)。結果：(一) 本

研究根據 ACSM 高齡者運動指導原則，融入科技應用，成功開發適用於高齡者

的智慧運動軟體「90 活力站」APP；(二) 本研究參與者共有 68%為 65 歲以上參

與者，84%為女性；(三) 透過相依樣本 t 檢定，發現參與者使用 8週 APP 後，在

功能性體適能成績上皆有顯著進步，且全體參與者平均一週使用時間超過 150分

鐘。結論：高齡者自主使用運動 APP 觀看影片可以提升功能性體適能表現。有

關高齡者使用運動 APP 軟體之使用頻率、時數對於健康產生之效益仍有待未來

更多研究驗證。本研究基礎可進一步發展與推廣高齡者使用運動 APP 來達到健

康促進之成效，建議研究及政府相關單位可推動科技產品輔助實體運動課程，落

實長者學習便利化、維持有效長期自主運動習慣，在科技普及與高齡的世代，實

為重要且可行的做法。 

 

關鍵詞：高齡者、APP、健康促進、智慧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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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n seni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aging sport 

developed system 

Abstract 

Background: In the new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rning will not be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coverage rate of Internet usage for middle 

-and elder-aged group has risen to 81.5 percent in Taiwan. Therefor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primary means of social networking. Besides the function of phone calling 

and game playing, application (so called Apps) is also a flourishing feature of smart 

phones. Maintaining a healthy body through fitness apps is no more a trend only in the 

young-age group. However, there are only limited studies on elders using health-related 

applications, and related data and effect analyzed are also lacke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e Exercise Guide for Older Adults, which was edited by ACSM and 

WHO,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n exercise-promoting application for the elder. This 

application meets the exercising requirement for elders in the guidebook, and it applies 

a complete exercise program.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recruited elder volunteers 

(>55 years old) who live in Taipei city.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is 63. The researcher 

analyze the sample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aired sample t test (p<.05). 

Results: 1. This research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 application, which based on the 

exercise guide of ACSM. 2. 68% of the attendan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ges higher than 

65 years old, and the female proportion of this group is 84%. 2. By using paired sample 

t test, we find that after using this app for 8 weeks, the elder has a dramatically 

improvement in functional physical fitness scores, all participants use more than 150 

minutes a week in average. Conclusions: Using app videos can really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of functional fitness for the older adult. However, the frequency of the 

elders using exercise apps, the 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 length and the benefit of it are 

still waiting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find out.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proofs that the 



x 
 

elders could improve their health by using exercise app.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the relevant units could support on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using gadget as exercise 

assistive device, improve the elders' convenience of learning, and maintain effective 

long-term self-study habit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aging society, 

it is also indispensable to improve our life by using new tech gadgets like smartphone 

and its apps. 

 

Keywords: older adult, APP, health promotion, intelligent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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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高齡人口預計2050年底時，60歲以上的高齡人

口將超過20億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5)。臺灣65歲以上高齡人口

在今年2018年底已達到世界衛生組推估的14%，進入所謂的高齡社會，我國老化

速度之快速，僅次於鄰國日本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為改善全球普遍的高齡

化人口發展趨勢，世界衛生組織 (WHO) 於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政策倡導群眾全面健康，而活躍老化更是必須顧及生理、心理、社會全面提升健

康生活品質。平均壽命的延長，使老化面臨的問題接踵而至，人口老化，除了影

響政府整體經濟財政與醫療體系負擔，活得更久對於高齡者來說，是否能同時活

得健康、有品質是值得關注的課題。換言之，若能以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提倡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運動的重要性，以存健康本錢的概念，將健康存起來延緩老

化，不只能降低政府醫療資源花費，也間接提升高齡者晚年的生活品質。 

   中高齡長者會因年齡的增長，使自身的功能性體適能面臨退化，退休後可能

減少人際間往來及社會互動，使得他們較容易產生受挫與疏離，中高齡者如何調

適自我退休後的生活，是現今高齡社會亟需要重視的問題。21世紀數位科技時代

來臨，任何一種學習，將不再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電腦、平板與手機是現代

化科技的指標產物，已逐漸和學習搭上橋梁。而以智慧型手機來說，中高年齡層

使用的情形已相當普遍，儘管有些中高齡長者在學習3C產品時，操作上仍有部分

覺得困難，但根據研究顯示，對中高齡群而言，努力學習與科技智慧產品接觸，

是他們與世界接軌跟上時代的一種方式 (巫怡慧，2016)。使用網際網路對於高齡

者有益，增加朋友之間互動與溝通機會、提升學習的方式與管道，更豐富高齡者

晚年的人生，研究者也指出，高齡者若多參與媒體影音、動畫學習，包括創意和

腦力激盪等功能的智慧產品，將助於活化高齡者大腦功能 (黃誌坤、王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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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科技產品的功能日新月異，不僅降低了學習的限制，更促進智能活化腦

力、拉近交友距離，增加情誼的聯繫。 

    臺灣中高齡者的網路使用普及率增加，網路和生活的連結，將不再是年輕人

的專利，網路已逐漸成為中高齡族群社交生活趨勢。根據 Statista (2018) 調查，

近年來APP Android 版本下載數量，從2010的十萬個增加至2013年的一百萬個，

龐大的市場空間以及下載數量，不可忽視，另外在IOS系統手機進行下載類別調

查，最收歡迎前三名為：遊戲、商業、教育，健康體適能類，則排名第八名，運

動健身領域程式雖然不及教育或商業等類別，但透過調查可發現，健身運動APP

在市場中仍居重要地位。另外根據研究發現，在健身體適能領域、健康相關類資

訊的關注程度，中高齡族群高於其他族群，也會較相信政府或衛生單位，提供的

訊息 (陳宥霖、湯幸芬，2015)。智慧型手機已經與多數人的生活緊密結合，功能

應用非常多樣化，舉凡：基本的打電話，照相，增加了聽音樂，遊戲、付款、預

約課程、預約看診等。然而，研究者在Googol Play APP下載系統頁面，以運動健

康相關APP搜尋，仍少見專屬設計中高齡者專用的運動APP。綜上所述，中高齡

族群普遍都能夠接受智慧型手機周邊產品多樣化的功能，比起其他族群他們更注

重維持自我的身體健康，也信任政府部門的資訊。因此，假設能設計一套由政府

單位協助的運動健康APP軟體給予中高齡者使用，並藉此進一步了解高齡者使用

情形，便是開拓高齡智慧老化市場運動與健康領域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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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智慧老化為主軸，使用臺北市政府合作編列的高齡者全方位運動指

導手冊內容 (符合ACSM與WHO原則)，開發出屬於高齡者專屬的運動促進APP

軟體，藉由運動促進的健康圖片與運動教學影片，使科技產品與運動之成效結合，

使高齡者能夠自主學習，提升身體功能維持、降低運動指導人力成本。並藉由此

次研究，了解高齡者使用手機APP後對於身體功能體適能變化情形，最後透過訪

談方式了解APP設計內容與使用感想，提供後續開發相關軟體的單位參考與建議。 

 

二、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目的，茲將研究問題敘述如下： 

(一) 分析本研究參與者人口背景基本資料、運動 APP 軟體使用時數情形為何? 

(二) 探究本研究參與者使用運動 APP 與功能性體適能成效為何? 

(三) 了解本研究參與者使用運動 APP 軟體之想法與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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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運動健康與網際網路行動 APP 

    現代人因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尋求快速學習的方法，網路教學成了最立即

且便利的學習與自主方式之一，透過影音軟體與反覆學習，進而達到學習的目的

與成效 (劉品坊、陳明宏，2017)。與過去傳統教學不同的地方，網路教學呈現的

優勢，除了能夠自由的選擇學習時段，隨時隨地的學習，並能斟酌自己的學習狀

態進行調整，讓忙碌的現代人在運動選擇上，變得更彈性便利（劉先翔，2001）。 

    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簡稱「APP」，是用於行動裝置上的應用

軟體，或稱為「手機應用程式」、「手機APP」。APP使用的方式為Googole Play

商店進行下載，訪間常見的如：教育、交友、休閒、商業、遊戲等…而APP已成

為目前網路最龐大的商機，其發展迅速可見一般。另外像是各式廣告、宣傳促銷、

業配宣導等，都可以透過APP系統傳達，而APP衍生出來的行銷和商業創造了無

限可能。「服務創新體驗設計系統」是APP的形象代言詞，在全球已有超過上百

萬個APP上架，分別在IOS、Android系統累積高過一億多次下載量，而我國擁有

平板、智慧型手機人口已達1,225萬人，下載APP人數也已達到了964萬人，APP

系統已成為現今國人重要的應用系統，更是民眾接觸資訊重要介面 (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2014)。 

    運動與健康APP相關研究在過去已有學者進行調查，發現透過科技與運動的

結合，將有效的增加運動人口，並創造更多商機 (田晧君、牟鍾福，2016)。近年

來許多運動相關企業，開始設計自家專屬運動APP，將運動與科技連結，嘗試以

更多面貌的行銷手法，增加營運的業績 (楊政霖，2013)。相較於傳統一般運動俱

樂部，運動APP最大的不同在於能免付費，使用便利，藉此優勢達到運動的目的 

(陳熙文、陳五洲，2014)。智慧型手機是身體活動與運動介入的良好途徑，科技

產品帶來屢屢創新的生活型態，間接地改變了國人的生活習慣。健康APP系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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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能成為協助健康的好幫手，手機APP是一種現代化的行動服務，內容與一般

網站有很多共通點，但最大的不同在於使用情境、各樣式軟體的獨特功能，可便

利的操作且不需要再透過網路開啟、尋找等動作，運動APP成為人類運動開啟了

另一個科技健身保健的選擇。 

第二節 健康概念與科技 APP應用現況 

    智慧型手機型態進展多元迅速，帶動APP軟體蓬勃發展，根據許多研究指出，

APP不僅與智慧型手機密不可分，在日常生活更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運動

APP市場已進行普及推廣並行之有年，最熱門也是最熟悉的APP運動系統為

NIKE+ Running，此系統在臺灣地區已有超過700萬用戶使用者，此系統受歡迎的

主因，除了能即時分享社群網路外，並能定期更新每項系統功能，成為目前年輕

族群運動APP使用指標 (蘇翊、程紹同，2016)。透過運動APP軟體來學習，對於

不熟悉，或想要重複學習者都有許多幫助，此外像是礙於時間或交通的因素，學

習者也能夠更有效、便利的選擇自己適當的學習時間和方式。 

    除了年輕族群，網路成為現代高齡族群聯繫情感、社交重要的選擇，高齡者

透過互聯網與娛樂系統降低孤獨感並改善身體健康；根據研究顯示，高齡者使用

網路後，在身心健康的指標結果，與青少年、成人相反，具有正面積極的成效 

(Chen & Persson, 2002；曾誰我、馬永川、王彥儒，2016)。我國106年首次調查APP

類型分類使用狀況，發現以社群應用 (line、feckbook) 佔98.4%，其次為資訊應

用 (如：網路新聞、google地圖、email) 佔89.4%，再者為影音應用 (拍照軟體、

影片剪輯) 佔82.3%，而健康應用(如：健康管理、健身運動、醫療知識，僅佔24.5%)；

以健康應用來說，使用健康APP的使用人口雖然較少，但使用者有三成可固定天

天使用，意指在乎健康或有運動習慣的民眾，對於健康類型之APP擁有著依賴和

信任，並藉由APP輔助與維持身體健康機能。另外從APP下載層面來看，年齡50-

59歲有 53.7%全數自行下載軟體，60歲 32.52%全數自己下載軟體，45.5%全部仰

賴他人協助下載程式，結果顯示APP應用目前已逐漸廣泛於50歲邁入高齡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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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藉此推廣高齡者健身應用APP是符合恰當的時機，但中高齡者對於下載操作

等手續，仍需要推廣。根據國發會2017年資料統計，高齡者使用手機調查，顯示

60歲以上族群從104年的15.4%，106年已增加至19.7%，高齡者已經逐漸成為未來

智慧手機使用的族群，社群應用軟體蓬勃開發，成為未來科技資訊研發的新趨勢，

智慧智老化的運動型態，必然成為未來克服與研擬方向之一 (國發會，2017)。 

    目前已有許多國外研究指出，透過智慧監測系統，能改善健康與增進自我身

體狀態的效能，以手機、平板、和電腦雲端等科技方式介入的案例，如：改善抽

菸情形、提供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個性化的自我保健過程等 (Haug, Meyer, 

Schorr, Bauer, & John, 2009; Mohan, Marin, Sultan, & Deen, 2008; Obermayer, Riley, 

Asif, & Jean-Mary, 2004; Wangberg, Arsand, & Andersson, 2006)。研究證實，應用

於智慧科技與健康的連結，已證實能達到健康促進與維持之目的。APP智慧科技

與高齡者健康促進的連結的例子，並確實的應用在高齡族群身上。像是針對高齡

者進行線上使用與支付意願情形 (Rasche, Mertens, Brandl, Liu, Buecking, Knobe, 

et al., (2018)。或者像是能透過過去火紅的遊戲「Pokémon Go」，因遊戲的推廣

啟發形成玩家下載為誘因，使玩家接觸智慧手機APP後，增加自我的身體活動量 

(Rasche, Schlomann, Mertens, 2017)，而在與健康監測相關的文獻中，德國開發的

Aachen預防跌倒檢測的APP系統軟體，針對高齡者族群跌倒風險進行評估，為跌

倒醫療檢測提供了簡易便利的調查工具，不僅能設定定期追蹤，也提供患者長期

評估自我跌倒風險監測 (Rasche, Mertens, Bröhl, Theis, Seinsch, Knobe et al., 2017)。

西班牙針對兩款手機不同平衡APP軟體進行比較，平衡檢測透過手機也能夠擁有

不錯的成效 (Moral-Munoz, Esteban-Moreno, Herrera-Viedma, Cobo, Pérez, 2018)。

近年來國外研究，已將智慧運動健康促進應用於高齡者身上，本研究綜整國外研

究資料，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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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外高齡者智慧老化與 APP 系統相關文獻  

研究者 類型 研究設計 對象 結論 

Rasche 

Mertens  

Bröhl 

Theis  

Seinsch, 

Knobe  

et al  

(2017) 

 

量化 統計分析 50 歲以上中高

齡者共 79名 

Aachen的預防跌倒系統，應

用於 IOS 和 Android 兩種版

本並發布在 Google play 的

應用程式，此系統提供 10個

自我評估問題、10秒鐘平衡

測試；是一個預防跌倒的

APP 風險評估工具，結果顯

示，能提高 50歲以上中高齡

自我評估與監測健康狀況，

提高對其個人跌倒風險的評

估意識。 

Rasche 

Schlomann 

Mertens  

(2017)  

量化 統計分析 線上玩家 2016 年最盛行之神奇寶軟

體，透過 APP 遊戲瞭解各種

身體活動情形。具備娛樂性

程度、獎勵制度，延長使用

的動機，也盡可能與生活現

實結合，減少退出與使用不

佳的情形。 

Hong 

Kim 

Kim 

Kong  

(2017) 

量化 統計分析 高齡者 利用 Skype 遠端系統每週進

行 20-40 分鐘的監督，進行

阻力訓練，每週三次，共持

續 12 週。高齡者透過網路

skype系統與對照組相比，確

實增加了肌肉質量和下半身

的靈活性。 

Rasche  

Mertens  

Brandl  

Liu  

Buecking 

Knobe  

et al  

(2018) 

量化 網路問卷 高齡者 使用網路對高齡者進行調

查，了解防跌的智慧手機應

用程序在產品特性和潛在用

戶的支付意願情形，平均願

意負擔費用 5 歐元/月。此

APP 更顯示，系統需要更多

的激勵功能，增加更多功能

提高長者使用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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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Munoz 

Esteban-Moreno 

Herrera-Viedma 

Cobo 

Pérez  

(2018) 

量化 統計分析 三個 iOS 

兩個 Android 

平衡應用系統 

系統性研究證實，智能手機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足以用於

實際使用在平衡上的監測功

效。不同程式具有不同優缺

點，建議需要更多可靠的研

究工具，推動驗證健康的應

用程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研究者發現，國外文獻從高齡者APP付費意願調查，到以遊戲方式了解身體

活動情形，和APP形式設計的防跌與平衡系統、電腦視訊Skype 進行肌力訓練課

程提升下肢肌力等相關研究，皆是近年來結合智慧科技與高齡運動健康的研究方

向。智慧老化的應用無論在遊戲與健康到醫療，均顯示更多更有效的運動健康管

理促進策略，有鑑於此；若臺灣也能透過智慧化的系統，進一步的透過手機APP

或電腦網路的方式，了解高齡者身體活動狀況，必定使在接觸手機APP或電腦的

高齡者，擁有更多使用智慧產品來增加運動與維持健康的選擇。 

    透過國外相關研究結果，證實智慧科技和健康密不可分，反觀國內研究者同

樣對近年來APP相關期刊進行收集，並以文獻綜整方式，呈現國內APP與健康相

關研究，內容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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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運動健康 APP 相關文獻 

研究者 類型 研究設計 對象 結論 

呂昀霖 

李丞勛 

陳靜誼 

張家銘 

許哲銘 

(2016) 

量化 網路問卷 大學生 APP 使用情形，會因城鄉差距有所不

同，大學生使用類型偏好在飲食熱量

管理及運動管理層面，使用功能方

面，則是在運動與飲食較受歡迎。 

田晧君 

牟鍾福 

(2016) 

質性 文獻綜整 實體健身

房與 APP

系統 

以實體店面搭配使用 APP 系統，透

過活動提升知名度，並能給予使用者

更全面週全的運動健身建議。後續建

議採用訪談方式，以了解使用者真正

的想法和需求，提升產品的實用性以

及其價值。 

張家慧 

蔡明達 

張怡秋 

(2016) 

量化 問卷調查 

 

大學生 內外在動機、外在誘因是影響大學生

持續使用健康紀錄APP的關鍵因素，

而影響使用 APP 的意願。 

蘇翊 

程紹同 

(2016) 

量化 問卷調查 Nike+ 

Running 

使用者 

動機與滿意度呈正相關，運動APP使

用多為年輕族群，APP使用功能應強

化健康形象並增加資訊豐富性及實

用性。 

何是勳 

林明宏 

黃美華 

(2017) 

量化 問卷調查 健身者 

健身教練 

消費者認為健身 APP 的功能，以「運

動健康紀錄」功能認為最需要的。另

外在「娛樂性」與「認同感」對於健

身 APP 具有影響力。 

劉品坊 

陳明宏 

(2017) 

量化 

 

準實驗設

計、問卷

調查 

大學生 比較傳統教學和傳統網路教學間兩

組身體適能之差異。經前後測比對，

輔以網路教學組，身體狀態相較傳統

教學組佳，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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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近幾年開始流行，文獻資料上較為新穎，在國內相關研究對象仍為年輕

族群居多，但已可以從文獻中發現，使用過健康相關類型APP的消費者對於APP

系統功能有許多想法，如：運動健康紀錄、飲食熱量管理、健康運動資訊等功能，

認同感較強的人對健身APP使用上較有影響力，而APP軟體也能成為廣告，提升

實體店面知名度手法的一種方式，教學方面，也證實明顯在APP軟體輔助下，能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另外在動機、誘因、使用滿意度等情形，也都可能成為民眾

繼續使用於APP軟體與否的關鍵。從上表APP相關文獻搜尋並可得知，中高齡族

群之相關研究較少被提及，本研究延續以上缺口，進一步補足中高齡族群相關資

料，對高齡族群與運動健康促進相關文獻綜整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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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運動促進 APP與高齡者健康 

    手機應用程式APP廣泛使用，對象已經不限於年輕族群，目前中高齡者普遍

使用智慧手機的比例明顯提升。現代普遍高齡者會使用手機APP進行互動與交流、

進行休閒活動，或認識新朋友，如：line、Fecabook 臉書，增加彼此社交情誼 (錢

曉珊，2016)。網路資訊方面高齡者對於使用的需求，以日常保健知識最受歡迎，

其次是疾病知識、飲食營養 (陳宥霖、湯幸芬，2015)。中高齡者因退休後擁有許

多休閒時間 (Touvier, Bertrais, Charreire, Vergnaud, Hercberg, Oppert, 2010)，而增

加休閒時間身體活動，對高齡者健康將有許多助益 (Acree et al., 2006; White, 

Wójcicki & McAuley, 2009)。 

    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自102年起至105年執行臺灣健康雲整體計畫，其中保健

雲，照護雲及醫療雲、防疫雲等最新雲端技術應用，透過健康及通訊基礎建設搭

配雲端計畫概念，建立即時、便利的個人健康管理系統，其中「保健雲」，更是

推動健康知識與健康促進服務的資訊平台，提升國民健康生活品質，和相關資訊

整合之效能 (衛生福利部，2013)。根據研究指出，健康管理的APP系統能使慢性

疾病如：肥胖、憂鬱症、焦慮，抽菸等疾病在線上紀錄後能獲得有效的掌握、對

於個人健康和疾病的控制，均提供有效幫助 (Abroms et al., 2013；Free, Phillips, 

Watson, Galli, Felix, Haines et al., 2013; Jeanine, 2013)。然而APP雲端資訊化也已

是現在以及未來的趨勢，創立高齡者使用APP運動系統，將可能有效的使高齡者

提升身體活動、健康之效能。資訊科技產品，與健康相關訊息的結合和設計，即

是現今的潮流，有關國內過去研究高齡者與APP智慧健康促進之相關文獻，研究

者以表格綜整如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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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高齡者智慧科技健康促進相關文獻 

研究者 類型 研究設計 對象 結論 

岳修平 

林維真 

李孟潔 

林慧軍 

羅悅綺 

(2012) 

質性 

量化 

訪談 

問卷調查 

獨立樣本 t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高齡者 保健和旅遊知識，在 APP 調

查中，中高齡者資訊需求高，

不同中高齡者資訊需求不同，

如資訊、理財、運動有差異，

而高齡者專用的 APP 在設計

構面、操作方式在未來仍期待

有更多發展空間。 

陳淳迪 

范潔如 

(2013) 

質性 

 

 

訪談 

文獻蒐集 

高齡者 使用社交 APP 可幫助高齡者

心理感覺較佳及保持健康狀

態。提出院內服務 APP、融合

健康小站、互動遊戲，能使高

齡者擁有較友善的候診醫療

品質。高齡者對 iPad 使用意

願高，圖解辨識能力稍弱，操

作方面需要花較多時間，使用

需求方面，需增大字體、頁面

操作簡單。  

陳熙文 

陳五洲 

(2014) 

質性 文獻分析 手機品牌與

網路資訊 

智慧型科技產品提供聲音影

像和記錄功能，是傳統教學無

法取代的優勢之一，附有回饋

機制或雲端建置資料的功能，

可使消費者更容易掌握自我

的運動計畫。 

陳宥霖 

湯幸芬 

(2015) 

量化 問卷調查 50 歲以上

中高齡族群 

中高齡者健康項目與休閒參

與及資訊之需求，在 50-59歲

調查發現有氧運動、球類、武

術、瑜珈、舞蹈網路資訊需求

度高，皆高於其他年齡組。 

張哲偉 

曾誰我 

(2015) 

質性 脈絡訪談 

觀察記錄 

使 用 APP

學習音樂之

高齡者 

透過觀察音樂課程與實際訪

談，了解高齡者未來在使用音

樂課程學習時所遇到的困難，

進一步設計音樂學習使用之

APP軟體，增進長者音樂課程

面臨困難時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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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怡慧 

(2016) 

質性 訪談 中高齡群 中高齡終身學習不限制於實

體教學，對於無法前往其他地

方學習者，免費的數位推動教

學是終身學習很好的方式，而

長者首先必須熟練 3C 產品，

進而提供合宜的數位學習產

品。 

賴弘基 

(2016) 

質性 訪談 高齡者數位

課程講師 

高齡者在數位學習種類，特別

在健康知識廣受到歡迎，對於

內容上要求操作簡單、圖形文

字清楚，而長者對於行動載具

接收度高，數位課程可成平板

已及APP形態發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現今已有許多健康管理相關系統所開發的APP，皆探討該APP使用滿意度和

使用情形進行分析，但並沒有如同國外監測性的APP軟體與高齡者族群間相關研

究，目前國內有關高齡者與科技APP應用的相關研究，大多針對服務、教學輔助、

使用科技產品狀況等進行滿意度或使用感受為主要調查方向，研究工具方面也偏

向質性研究居多，缺乏量化實際運動APP使用與健康促進面向。目前本研究嘗試

以量化研究，了解高齡者使用時身體狀況層面之實質變化情形，以提供與補足高

齡者與科技智慧老化相關研究之成果。 



24 
 

第四節 本章總結 

    面對科技應用、活躍老化社會的生活型態，目標應著重於如何運用智慧科技

裝置，讓高齡者在運動與健康促進間連結，而重視中高齡長者需求的同時，則可

透過專業的運動科技產品，如網際網路、手機APP等健康促進系統推動。科技智

慧產品對於目前的中高齡族群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高齡者能透過不同的手機

軟體APP將資訊結合，能獲得便利迅速的健康運動課程與實用的知識、資訊。創

造高齡者專用的APP健康促進系統，不但能夠使高齡者能有另一種維持健康的選

擇，能使長輩配合自我的生活作息，選擇運動的時段，隨時隨地提升身體健康，

是開發高齡專屬運動APP產品的優勢所在。 

    本研究參照國外過去成功的研究方式，以提升高齡者運動健康為主軸，並透

過後台監測系統，進一步得知APP與功能性體適能之間情形；本次研究團隊透過

多元性體適能課程編製、以主題性運動教學影片 (伸展、肌力、有氧、平衡) 四

大主軸，希冀了解其中運動APP在臺灣中高齡市場的接受與使用之情形，並進一

步了解APP使用後能為高齡者所帶來的功能性體適能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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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了解高齡者使用智慧老化科技 APP 產品後對於健康促

進重要性，並進行實際的運動 APP 軟體開發與應用。此次研究研發之 APP 命名

為「90活力站」，使用音譯「90，台語發音”高齡”」的理念命名，期望再科技的

時代裡，高齡者透過簡單好記的運動軟體，得到更便利的運動方式。本研究透過

描述性統計、相依樣本 t 檢定等統計分析，進一步了解高齡者使用 APP 後，功能

性體適能進步成果及使用後相關建議。 

 

 

 

 

 

 

 

 

 

 

 

 

圖 1  研究架構 

 

 

高齡者智慧

老化運動促

進系統實施 

研究方案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文獻分析法 

描述性統計 

相依樣本 t 檢定 

深度訪談 

(一) 分析本研究參與者人口背景基本資料、運動

APP 軟體使用時數情形。 

(二) 探究本研究參與者使用運動 APP 與功能性體適

能成效。 

(三) 了解本研究參與者使用運動 APP 軟體之想法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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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樣本收集 

   本研究透過智慧科技老化相關文獻綜整，選定具有 APP 系統製作經驗之團

隊，為 90活力站 APP 系統進行設計、申請上架等流程 (2017/10-2018/04)，本案

軟體已成功上架至 Google 系統之 play 商店，具備 IOS 系統、Android 系統兩種

型號，除了本次參與者下載使用外，現在一般民眾也可透過 play下載使用。本計

畫研究參與對象為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 55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透過臺北市大安

區健康服務中心以及鄰里長辦公室辦理的「社區悠活站」及「社區運動團體」之

參與者為招募的對象 (本次研究招募期間與使用軟體期間自三月中旬至六月中

旬截止)。本計畫確認招募到參與者後，接著辦理研究實施說明會，協助參與者下

載 90活力站 APP 軟體及說明使用方式，讓高齡者自行回家使用。本計畫之功能

性體適能前、後測分別於第 0 週以及第 9 之週進行，以了解參與者使用 APP 軟

體運動後身體數值變化之情形。本計畫實施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2  研究流程 

 

資料收集 

相關智慧老化科

技與健康促進 

文獻綜整 

 

程式設計 

選定專業團隊，

設計高齡者 APP

專用系統 

招募 

招募臺北市 55 歲

以上，有使用智慧

手機長者 

實施 

8 週 APP 使用、

以功能性體適能 

檢測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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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設計 90活力站 APP系統監測功能： 

    「90 活力站」APP 開發之目的是將高齡者運動促進建構出來的課程內容設

計至 APP 軟體上，並實際邀請高齡者參與及使用此運動 APP，實際了解高齡者

使用運動 APP 軟體後對於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本研究團隊將近年所執行高齡

者計畫所設計的運動促進影片、圖片 (符合 ACSM 及WHO的高齡運動原則) 以

及「高齡者全方位運動指導手冊」內容進行細部編製與排版，開發出專屬高齡者

使用之運動促進 APP，此系統具備運動促進身體適能教學功能 (包含：伸展、肌

力、有氧、平衡) 等功能之外，還具有後台伺服器系統來監測使用情形之功能，

了解參與者使用的時間、頻率與運動類型，本系統亦有設定過濾系統來防止使用

者在使用期間待機過長、播放空轉的情形，避免無效的待機時間被存入使用時間。

運動影片的總長度為 40 分鐘，例如待機超過一小時後，該使用系統會將待機時

間過濾剔除，以確保本次實驗的準確程度。本研究開發之「90 活力站 APP」系

統使用相關資料如下圖所示： 

 

圖 3  使用臺北市衛生局與本研究合作執行高齡者運動全方位指南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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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使用臺北市衛生局與本研究合作執行高齡者運動影片 (伸展、肌力、有

氧、平衡) 四部影片進行編製。 

 

 

圖 5  提出申請 IOS 版本以及 Android 系統申請圖，此圖為完成之智慧老化高

齡者專用運動 APP「90活力站」軟體上架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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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工具 

    本研究採用 Rikli 與 Jones (2001) 設計之功能性體適能測驗項目及衛福部 

(2014) 所設計的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檢測項目。檢測內容包括上肢肌力、下肢肌

力、柔軟度、敏捷性、平衡能力、心肺耐力。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被廣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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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man-Rock et 

al., 2002)。本研究之檢測人員，均經過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訓練，並具備合格之急

救證照 (如：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證書)，本測驗期間由同一組人員檢測固定項

目，以確保功能性體適能測驗的信度，測驗參照使用項目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四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檢測方法一覽表 

測驗項目 測驗目的 測驗工具 測驗程序 

30秒單手彎舉測驗 

(one-arm curl test) 

上肢肌力 碼表、啞鈴  

(女 5 磅、男 8

磅)各一組  

受測者需在 30 秒內以正確姿勢完成最

多次的單臂彎舉，做為評估依據，女性受

試者運用5磅啞鈴，男性受試者運用 8磅

啞鈴。 

30 秒 起 站 測 驗 

(chair-stand test)  

下肢肌力 碼表、0.43 公

尺高的椅子 

受測者坐在 0.43公尺高的椅子，雙手

抱胸，哨子響起，受測者需要在 30秒

內作最多次的「站立」動作為評估依

據。評分以 30秒內站立的總次數，受

測者練習 2 次起立坐下的動作之後，

馬上進行 30秒內站立總次數測驗。 

抓背測驗  

(back-scratch test) 

上肢 

柔軟度 

皮尺 受測者雙手在背後一上一下互碰，可自由

選擇較柔軟的一手為過肩的一邊。兩手之

間的距離將被測量，兩指碰觸所超過的距

離為正距離，兩指未碰上而行成的距離被

記為負距離。受測者練習2次之後決定以

自己可取得較好成績的那隻手作測試，正

式測試2次擇較優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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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坐姿前彎測驗  

(chair sit and reach 

test) 

下肢 

柔軟度 

皮尺、椅子 受測者坐在椅子邊緣，一腳之膝蓋彎曲成 

90度並平放在地板上，另一腳伸直向前，

雙手手掌互疊，並盡力觸及腳趾，中指指

尖與腳趾的距離將被測量，手指超過腳趾

的距離為正，手指與腳趾碰不到的距離為

負距離。正式測試2次擇較優的成績。 

8英呎立走測驗  

(8 ft. up-and-go test)  

敏捷性 碼表、角錐、 

膠布 

受測者坐定於椅子上，聽到指令後，以最

快的速度起步走到 8 英呎 (約等於 2.44

公尺) 以外的錐形筒，環繞錐形筒並走回

來坐回椅子上。評分以完成測驗之時間為

準，以秒為單位。 

2分鐘原地踏步測驗  

(2-min step test) 

心肺耐力 碼表、皮尺、

膠布 

受測者以最快的速度在 2 分鐘內原地抬

膝踏步，抬膝高度依照受試者腿部長度調

整而定，總步數 (統一以右腳計算抬腳次

數) 就是評量的得分。 

握力測驗 

(Grip strength test) 

測驗上肢

肌力強弱 

握力器 測試時受測者採站姿，在肘關節伸直的狀

況下作最大的等長收縮。測試只取一次最

大用力值，測試中手握力數值越高，表示

前臂肌肉力量愈強。 

開眼單足立 

(Open eyes with one 

foot) 

靜態平衡 碼錶 檢測時，長者雙手叉腰，以單腳著地站立，

離地腳置於支撐腳的腳踝內側，測驗成績 

30秒為滿分。 

參考資料來源  

Rikli, R. E., & Jones, C. J.  (2001). Senior fitness manual.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衛生福利部銀髮族健康體能手冊(2014). http://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40245  

  

http://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4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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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 

本節說明為達到研究目的之研究工具，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蒐集國內外智慧老化之相關研究資料與文獻，包括：高齡者智慧老化相關文

獻、智慧老化運動促進系統相關研究文獻、健康雲端資訊平台、運動 APP、線上

高齡者運動促進課程及身體活動紀錄穿戴式裝置等，用以了解高齡者使用智慧老

化運動促進系統需求與趨勢。 

二、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使用描述性統計，分別了解本次參與者基本背景資料，以及分析使用「90活

力站 APP」四種功能性影片 (平衡、肌力、有氧、伸展) 的使用時數。達成本研

究目的一。 

三、相依樣本 t 檢定 (paired-sample t test)  

    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分別瞭解第 0 週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情形，並於第 9

週進行功能性體適能後測，了解高齡者使用 APP 後，是否在功能性體適能呈現

進步。達成本研究目的二。 

四、意見整合訪談 

    針對本次計畫使用 90活力站手機 APP 軟體之高齡參與者，邀請他們提出使

用 8 週後，對於本次 APP 功能、畫面之設計的建議與感想，本研究整理後，期

盼提供後續修正軟體之整合之參考，以及供給未來後續創造新的智慧老化 APP

軟體參考依據，達成本研究目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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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瞭解參與者社會人口背景基本資料、APP 軟體

使用時數情形。第二節：探究高齡者使用 APP 與功能性體適能成效。第三節：

綜整高齡者對於 APP 軟體使用後看法建議。 

 

第一節  參與者社會人口背景基本資料、APP軟體使用時數情形 

本研究參與者人數原為 68 位，實驗過程中因個人原因如出國及手機軟體用

不習慣，共退出 5位，有效的研究參與者共為 63位，平均年齡為 67.6 歲。根據

圖 6 顯示，本參與者有 20 位年齡小於 65 歲 (32%)，而年齡大於 65 歲有 43 位 

(68%)。 

 

圖 6  研究參與者年齡之分佈 

 

性別部分，本研究共有 10 位男性參與者及 53 位為女性參與者，顯示女性

高齡參與者比起男性有更多意願以及興趣參加本次的研究計畫。另一原因是本研

究於社區運動團體實施招募，然而社區運動團體之參與者大多為女性，男性則相

對較少。 

32%

68%

1.年齡分佈

<65歲

≥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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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研究參與者之性別分佈 

        

根據圖 8結果，本研究從後台伺服器監測系統計顯示， 8週期間 63 位高齡

者總使用時間平均為 1351 分鐘。其中，綜合影片平均使用時間約 630 分鐘，平

衡影片平均使用時間共為 128分鐘，肌力影片平均使用時間共為 150分鐘，有氧

影片平均使用時間共為 216分鐘，伸展影片平均使用時間為 228分鐘。 

 

 

圖 8  63 位高齡者 8週期間 APP 總使用時間 

註：總使用時間為綜合影片、與四小部(平衡、肌力、有氧、伸展) 影片的總和。綜合影片為高齡

者點選全部撥放鍵，可一次使用平衡、肌力、有氧、伸展四部影片。小數點後一位，以四捨五入

進為呈現。 

 

16%

84%

2.性別分佈

男性

女性

227.83 

215.63 

149.93 

127.97 

629.54 

13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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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3位參與高齡者各項目八週APP總使用時間 (分鐘)

總使用時間 

綜合(四部) 

平衡 

肌力 

有氧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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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9顯示 63位高齡者平均 1週之使用情形：全體參與者總使用時間為

169分鐘/週；綜合影片使用時間為 79分鐘/週；平衡項目為 16 分鐘/週；肌力項

目為 19 分鐘/週；有氧項目使用時間為 27分鐘/週；伸展項目為 28分鐘/週。 

 

圖 9  本研究參與者各個體適能運動影片平均一週使用時間 

註：總使用時間為綜合影片、個別影片的總和。綜合影片指的是高齡者可點選全部撥放鍵，可一

次使用平衡、肌力、有氧、伸展四部影片。小數點後一位，以四捨五入進為呈現。 

 

從以上數據可了解，63位參與者在「90 活力站 APP」總使用時間為 1350分

鐘，其中又以綜合影片為本次 APP 軟體中最受歡迎之使用選項，平均 8 週共約

為 630分鐘，個別影片選擇部分，則以伸展影片最受高齡者歡迎，平均 8週使用

時間為 228分鐘，其次為有氧影片，平均 8週使用時間為 216分鐘，再者為肌力

影片，8週平均使用時間為 150分鐘，在四個項目中使用分鐘數累積較少的為平

衡項目，8週總使用時間為 128分鐘。 

本研究之伸展影片內容設計較為輕鬆、舒適的伸展動作做搭配，在運動期間

高齡者以拉筋方式為主，運動的強度以緩和、強度低為主，是高齡者最受歡迎的

選項；次之受歡迎選項為有氧運動，影片內容設計是搭配低強度有氧運動、有節

奏的拍子，本運動在一般健康高齡者均適用，可以達到 ACSM 及 WHO 所建議

之中強度身體活動 (有點喘、微微流汗的運動強度)，有氧運動搭配的動作簡單，

28.40 

27.00 

18.70 

16.00 

78.70 

168.75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伸展

有氧

肌力

平衡

綜合(四部)

總使用時間

4.  63位高齡者各項目 APP平均一週使用時間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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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模仿和學習，是高齡者居家或平時運動最好的選擇。肌力運動影片部分，影

片內容多為增強上肢、下肢肌力的主軸運動，在運動期間高齡者較容易感覺到大

腿、小腿、手臂酸的感覺，因此在使用上有較多的學習和挑戰。最後，平衡影片

的設計主軸，主要為增強高齡者平衡和動態敏捷能力為主，平衡影片可需要高齡

者在安全、適合的空間進行學習，難度上也較高，年紀較長、亞健康狀態之高齡

者在個人學習方面可能比較困難，因此推測使用率較其他三部低ㄧ些。 

然而過去並無以高齡者運動 APP 分析高齡者使用種類和使用時數之情形，

因此本研究統計之種類愛好與使用情形，可提供後續相關 APP 軟體研發或者影

片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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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齡者使用 APP與功能性體適能之成效 

    本研究於第 0 週進行功能性體適能前測，爾後讓高齡者自由使用運動 APP

軟體共 8週，包含：伸展、肌力、有氧、平衡四種運動影片，並於第 9週進行功

能性體適能後測，了解高齡者在使用運動 APP 後功能性體適能之成效。研究結

果如下所示。 

 

表五  功能性體適能相依樣本 t 檢測成果 

功能性體適能檢測項目 檢測功能 前測 後測 p  

抓背測驗  

(back-scratch test) 

上肢柔軟度 M  

SD 

-1.6 

8.46 

M  

SD 

0.7 

8.89 

.000* 

椅子坐姿體前彎測驗 

(chair sit and reach test) 

下肢柔軟度 M 

SD  

6.7 

9.5 

M 

SD 

10.0 

9.58 

.001* 

兩分鐘原地踏步測驗 

(2-min step test) 

心肺耐力 M  

SD  

97.1 

12.25 

M 

SD 

113.28 

12.75  

.000* 

30秒起站測驗 

(chair-stand test) 

下肢肌力 M  

SD  

20.7 

6.17 

M  

SD  

24.3 

5.48 

.000*  

30秒單手臂彎舉測驗  

(one-arm curl test) 

上肢肌力 M  

SD  

19.4 

4.75 

M  

SD  

22.37 

5.19 

.000* 

握力測驗(右) 

(Grip strength test) 

上肢肌力 M  

SD  

24.4 

6.77 

M  

SD 

25.9 

7.19 

.000* 

握力測驗(左) 

(Grip strength test) 

上肢肌力 M  

SD 

23.0 

6.30 

M  

SD  

24.1 

6.59 

.002* 

開眼單足立測驗 

(Open eyes with one foot) 

平衡能力 M  

SD 

24.5 

8.28 

M 

SD 

27.1 

5.82 

.003* 

8英呎行走測驗  

(8 ft. up-and-go test) 

動態敏捷、 

平衡 

M  

SD  

6.33 

0.8 

M  

SD  

5.22 

1.02 

.000* 

N=63 *p>.05 

註 1：M (SD)表示平均數 (標準差) 

註 2：*p<.05表示與前次測驗表達顯著進步。 

註 3：本次參與檢測人數共為 63 人，其中有一位高齡者因手骨折 (在坐姿起立、握力、抓背測驗

等項目無進行檢測、一位高齡者 2分鐘測驗未答動作標準) 以上數據因此不納入本次分析。 

 



37 
 

本研究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在 8 週使用「90 活力站

APP」後，在各項功能性體適能指標皆有顯著進步之情形。其中，30秒起站測驗

後測 (M=24.3, SD =5.48) 顯著優於前測 (M=20.7, SD=6.17)；30秒單手臂彎舉測

驗 (M=22.37, SD=5.19) 顯著優於前測 (M=19.4, SD=4.75)；兩分鐘原地踏步後測 

(M=113.28, SD=12.75) 顯著優於前測 (M=97.1, SD=12.25)。椅子坐姿前彎測驗 

(M=10.0, SD=9.58) 顯著優於前測 (M=6.7, SD=9.5)。單眼立足後測 (M=27.1, 

SD=5.82) 顯著優於前測 (M=24.5, SD=8.28)。抓背測驗後測 (M=0.7, SD=8.89) 

顯著優於前測 (M=-1.6, SD=8.46)。8英呎立走測驗後測成績 (M=5.22, SD =1.02) 

顯著優於前測成績 (M=6.33, SD=0.8)。握力測驗右手後測 (M=25.9, SD=7.19) 顯

著優於前測 (M=24.4, SD=6.77)。握力測驗左手後測 (M=24.1, SD= 6.59) 顯著優

於前測 (M=23.0, SD=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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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整高齡者對於 APP軟體使用後看法建議 

    針對本研究開發之「90活力站 APP」設計整體主視覺、內容、操作方式等，

分別邀請受測者在使用 8週後給予之使用期間之感受、具體經驗之回饋以及修正

建議進行整合，邀請五位參與的長者給予回饋 (三位女性、兩位男性)，根據回應

內容，以綜整方式呈現如下： 

(一) 90活力站 APP設計主架構、主視覺之使用感受優缺點整合 

1.高齡者認為主視覺畫面簡潔，APP 首頁有運動鼓勵小語很創新，但畫面停留時間

較短、顏色太淺。 

2.希望增加「同步語音」在運動影片裡，減少看字幕 (字幕部分在 APP 裡邊看邊

運動對高齡者來說字體實在太小，使用上較為不便)。 

3.影片的音樂希望改用不同種類做搭配，應要增加有節拍性的音樂為佳。 

4.在影片部分可能需要針對初 (衰弱族群)，中級 (一般族群)，提供不同的選擇。 

5.「90活力站」影片種類過少，建議增加受測者提到的運動如：瑜珈，或運動益

智性運動操 (同時運動到腦部)，並增加較有活力的口號輔助，較能增加高齡

者興趣和維持高齡者長期使用動機。 

(二)對於科技結合運動裝置的其他相關建議 

1.高齡者普遍認為這樣是一個很棒的平台，但目前推廣不足，無規律使用習慣，

因此使用成效仍然有限。 

2.提醒功能(自行設定時間提醒看影片運動，增加固定個人使用APP運動的習慣)。 

3.增加設定目標達成功能 (了解自己每週或每個月完成率)。 

4.使用者序號在不同電子用品上需要合併 (EX, line 在電腦手機都是同一組帳號)。 

5.影片應需要定期更新，達成永續科技智慧老化之願景。 

6.目前使用版 IOS 僅為臺灣版本，需開通其他使用版本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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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齡者使用運動 APP 後 8項功能性體適能指標皆有進步，

進步成果最明顯為上肢柔軟、心肺耐力、上肢肌力 (握力、手臂彎舉) 、下肢肌

力測驗及動態平衡。本研究結果可得知，使用 90活力站 APP 影片對功能性體適

能後測成績進步有幫助。 

    本研究發現，高齡者在使用運動 APP 使用，上肢柔軟度效果最佳，本研究

認為柔軟度、伸展跟著影片是相當容易操作的項目，若做足夠的伸展並維持一定

的使用時數，就能夠在柔軟度成績上有所提升，期盼高齡者可繼續透過運動 APP

維持柔軟度。在心肺耐力部分，往後可持續推動各式樣的有氧影片、針對不同強

度、不同的族群設置適合的有氧影片，以利永續維持功能性體適能之心肺耐力表

現。在動態平衡和敏捷能力部分，建議未來相關單位在實施上可多鼓勵高齡者透

過運動 APP 來訓練平衡感，未來研發單位可以根據本研究訪談之結果進行運動

APP 設計修正與精進，並加入趣味的學習內容以提升高齡者使用意願。肌力訓練

影片則發現長者使用時間較少，可能是肌力的訓練對高齡者來說具有較高的難度。

有相關研究指出，網路輔助教學成績優於傳統教學，另外使用網路輔助多媒體教

學運用在 12週重量訓練介入上，上學習效果更佳 (陳明坤，2015；蔡佳惠，2012)。

國外的研究也發現透過網路 APP 軟體可提升高齡者身體狀態，例如韓國的研究

利用 Skype 遠端系統每週進行 20-40 分鐘阻力訓練後顯示可以有效增加肌肉質

量 (Hong, Kim, Kim, Kong, 2017)。 

    本研究結果驗證可透過手機 APP 軟體提升高齡者身體健康，此結果與過去

研究相符 (Rasche, Mertens, Bröhl, Theis, Seinsch, Knobe et al., 2017; Shellington, 

Felfeli, Shigematsu, Gill, Petrella, 2017)。雖然相關研究仍較為新穎稀少，但科技智

慧發展，已使此類型的相關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未來仍值得進一步的延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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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與高齡健康之應用。而本研究最大特色在於延續國外的研究趨勢，透過智慧

手機 APP 系統，搭配監測使用時數的掌握，進一步呈現高齡者於 APP 系統使用

時數和功能性體適能之成效。 

第二節 建議 

一、部分參與者面對手機操作上有困難，建議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可建立一套

APP系統操作標準流程，提供更精確地操作指導方向，將可更快速的提升使

用產品時的熟悉度。 

二、本次在男性參與率較低，建議未來可招募多一點的男性參與者，並再增加整

體的樣本數，以豐富研究樣本的成果，及進行不同性別之比較。 

三、未來也可透過質性訪談方式，針對高齡者使用後的感受，進一步修正APP之

功能，提供未來智慧老化與科技策略層面之措施。 

四、在APP軟體設計上，研討出更精緻的運動記錄方式，系統上的穩定、豐富內

容物和介面的設置，使高齡者能夠延續其使用動機。 

 

然而 APP 系統的監測方式以及高齡者過程是否確實使用，仍有待更多方式

擬定、定義，以及透過未來更多相關研究加以驗證。未來若有機會能支持繼續執

行相關計畫，我們希望能夠將 APP 操作模式延伸，像是目前當下流行的直播，

依然透過影片傳播的方式，藉由直播教學以真實教師進行解說，就可以克服像是

本次肌力影片部分，透過直播教師就可得知高齡者動作是否正確、安全性等問題，

並且可克服 APP 系統內影片種類單一、重複的問題，另外在監控部分，直播系

統也可得知學員是否確實同步學習，也更容易掌握上線人數和學習的時數。可思

考是否進一步透過另類的 APP 直播系統來呈現，或者也可透過人工智慧 AI的方

式，更進一步結合數位科技，並降低人力成本的問題，相關細節仍則等待未來規

劃與研擬。然而，唯有長期維持自主運動的習慣，智慧科技老化的意涵才能有效

落實與應用。 



41 
 

    智慧科技系統與健康運動整合，對於年長一輩的高齡者來說，需要更多的適

應時間，本計畫在推廣與執行期間，發現部分高齡者在操作流程、使用方式上仍

須花時間學習，儘管現代許多中高齡者已有使用智慧手機的習慣；不過透過運動

APP 系統建立規律的運動仍屬推廣養成階段，仍需再藉由相關健康單位進一步

規劃與宣導以便落實。臺灣老化速度快，人力、經濟、醫療，都是未來超高齡社

會持續面臨的困難，高齡者的如何自主維持身體健康狀態仍是一個嚴峻的議題，

鼓勵高齡者使用智慧老化之 APP 健康促進軟體，輔助實體運動課程，培養長者

規律與獨立維持運動習慣。本研究於智慧老化運動 APP 形式之帶動下，希冀未

來超高齡社會的到來，高齡者能夠保有自主健康，自主學習、創造永續、良好的

生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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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為 2018 年第 14 屆亞洲體育管理協會研討會，於菲律賓-馬尼拉德

拉薩大學舉行，會議期間 2018 年 8 月 2 至 4 號共三日，包含第一天開幕、傍晚

歡迎宴會交流、口頭與海報發表流程，以及閉幕。本人與學生共三人前往發表。

口頭發表題目為：社區高齡者同儕指導員運動課程之成效-臺灣樣本調查之研究

(The efficacy of peer instructor in community older adult exercise program-A pilot 

study in Taiwan.)；海報發表題目為：在地運動品牌與品牌形象研究系統回顧研究

成果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brand Image of local sport brands.) 

    本次參與中，本人與學生分享相關目前在高齡者健康促進之高齡同儕指導員

質性研究樣本成果，以及在地運動品牌與品牌形象研究系統回顧研究成果。行程

包括參與當日大會開幕，聆聽學者演講，議題包含有菲律賓學者：Philip Ella 

JUICO 博士介紹當地體育發展趨勢與現況，主題為 The synergy of sport 

development and sport business，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學 Prof. Munehiko HARADA 博

士發表主題為 Sport Tourism，並提到 2020 東京奧運發展與運動行銷、旅遊等議

題，來自加拿大 Packianathan CHELLADURAI 博士，發表主題為：Critical factors 

behind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international sport 追求卓越的國際體育關鍵因素，

另外也有許多不同學者講述文化發展，運動教育議題、運動觀光餐旅等議題，獲

益良多。也透過不同國家的交流對話，了解到目前其他亞洲國家在運動管理和運

動相關領域的發展趨勢，本次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的學生參與人數眾多，可發現

這幾國的學生勇於表達和追求學術的精神，值得學習，藉此勉勵學生，透過每一

次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的學習，能夠獲得更多新的學術能量，在學術生涯裡有更

多充實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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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開幕相關影像 

2018亞洲體育管理協會研討會開幕一景 本人與指導學生合影 

學者演講：運動教育議題探討 
 

研討會場外一景 

 
大會參與實況 

 
本人於大會會場看板合影 

 
學者演講：亞洲國家到訪日本意願調查 

 
學者演講：追求卓越國際體育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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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地點於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LSU) 德拉薩大學創校於西元

1911 年，是一所以卓越傳統及服務被國際所公認的高等教育學府及研究機構。

該校主要為高等教育人才培訓的樞紐，在當地以創新先驅的學術研究聞名，

此次榮幸參與德拉薩大學協辦之研討會，並在校園中感受到濃濃的學術風情

令人愉悅。此次亞洲運動管理學會辦理之研討會議題多元，領域議題包括運

動場館經營、運動行銷管理、顧客品牌偏好、體育與行政議題，奧林匹克議

題、運動與全人健康等…，參與國家則來自：臺灣、馬來西亞、韓國、日本、

菲律賓、香港、新加坡、越南、泰國、加拿大、美國，共超過 10 多國相關領

域學者教授及研究生，分別針對不同議題進行探討與分享。 

    本人在這次研討會的口頭報告場次中，發現日本學生在學習能力方面相

當認真，即便表達和報告的能力待加強，但積極學習勇於應答的態度值得稱

許；本次參與口頭發表學生人數眾多，數量是海報發表的三倍，與過往研討

會相較，是相當罕見的現象。發表者多為年輕的碩博士學生，大會相當用心

的將各國的學生分散於各個教室中，使不同國家的學生可以互相交流、以英

語進行表達和學習，確實機會難得。本人與學生發表的研究議題，由日本教

授 Etsuko Ogasawara 提問，包含相關臺灣高齡者證照取得標準為何?質性研

究選擇樣本標準，以及關於臺灣目前當地社區高齡指導員的人數與發展現況

等…都給予本人及學生有更多完整的研究展現，而此議題也深受本場泰國籍

主持人深刻共鳴，並在會後與本人進一步討論。高齡者健康促進與社區運動，

在現今人口老化趨勢的社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因此如何聚焦各方資

源，透過政府或民間單位的推動，讓高齡者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已經是現代

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期盼未來與其他國家之專家學者能有更進一步的互動

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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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人與學生參與口頭發表相關影像 

本人與學生發表同儕指導員議題一景 介紹有關臺灣運動同儕指導員影片 

與泰國籍主持人分享高齡同儕指導員於臺灣現況 

 

 

 

 

 

 

 

 

 

本場次參與口頭發表學生合影 

 

其他發表-日本籍學生發表場景 與泰國籍主持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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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一)口頭發表 

The efficacy of peer instructor in community older adult exercise program-A 

pilot study in Taiwan. 

 

Shao-Hsi CHANG, Li-Ting WANG, Ming-Chun HSUEH, Hsin-Hung HO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address of author linnywang128@gmail.com and t08016@ntnu.edu.tw 

 

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advent of aging society in Taiwan, the orient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promotion has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geing polic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senior citizens and sports instructors in Taipei 

City and to explor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instructors. Method: Local community 

and three sport instructors was used in the research. Through the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use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he community and sport instructor ability 

in teaching advanced exercise for the senior citizen was obtained. Result: (1) 

Community Instructors have had relevant experience in the past, so they can integrate 

past expertise when they teach sports courses in the community, such as; nursing and 

health knowledge. (2) The senior citizens' peer-to-peer mentors gain mor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instructors and instructors interactions with 

students. This is a source of motivation for the community. (3). 3.Peer instructors can 

maintain the community healthy quality of life, Older Peer instructors can influence 

elderly who are not willing to go out for sports. And also can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classes and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class cancell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money.Conclusion: It is not easy for the community to be active in local 

community and management, it is hoped that instructors can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s senior citizens’ and help maintain healthy living qual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be provided to other senior citizen community sites in Taiwan.  

 

Keywords: older adult, Partner Instructor, community sports ma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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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報發表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Brand Image of Local Sports Brands 

 

Wan-Chen,Liu ,Shao-Hsi,Ch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address of author chen19931118@gmail.com 

Abstract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has incorporated sports and exercise into their lives has 

been growing in recent years. Lifestyle changes on the part of consumers have impacted 

the sports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and sports companies now need to pay even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roducts’ merchantability, aesthetics, and shopping experience, to 

increase the consumers’ desire in order to boost sal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collate and collect data on relevant research by do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ated 

papers. The keywords for the database search were “brand image” and “sports brand”, 

and the scope was limited to papers published from 2008 to 2017. Papers that are not 

sports-related and papers written based on online questionnaires were omitted from the 

results. A total of 24 local journal papers have been shortlisted for this study. We have 

reviewed various features of the journal articles including their methodologies, subject 

matters, and sampling methods in order to build up an understanding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brand image of sports brands,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for other sports brands.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of the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past decade concerning local sports brands, the period with the most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 produced in this area was from 2011 to 2013, with 5 papers 

published in journal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most of the 24 paper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pproach, with 22 papers 

falling into this category, and the remaining 2 utilizing a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subject matters of these journal articles vary widely, with most of the papers discussing 

matters related to sponsorship and other variables pertaining to branding matters. 

However, sampling methods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is 

review of scholarly papers is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on 

brand image. We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be conducted using a qualitative approach 

in order to build up the repertoire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e hope that th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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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is review can provide future researchers a possible course of research,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can open up new doors in a field dominated by quantitative studies. 

We suggest establishing a set of rubrics or principles to evaluate the brand image of 

sports brands so as to improve on the accuracy and application of such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 Brand image, sports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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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LSU) 德拉薩大學是一所名副其實，具備學術氣

息的優良大學，研討會各個會議廳及軟硬體設備皆於水準之上。該校接待的志

工同學都非常細心地處理各項細節，包括會議接待指引、歡迎宴的準備、接駁

車安排、報到手續、領取參與發表證明等，都可看出主辦單位的用心與待客之

道。較為不足的是，協助的志工與學生組成較為倉促，在訊息與分工上稍顯不

足，傳達給予與會者的訊息有落差，例如在電子郵件的訊息上更改訊息的次數

頻繁，傳遞細節上多次修改，若無即時的收信，將會錯過發表的流程或時間的

重要資訊。建議，若未來在發布訊息之前，應要確認後再進行傳達，以免造成

許多參與的發表者，在未同步收到訊息的狀況下，造成錯過發表時間，或者在

因未同步而遺漏重要訊息。此外，在大會指定飯店接待處方面，多次重複登記

參與者的班機資訊，但卻未在登記後進行宣布傳達或確認，實待改進。 

    整體而言，仍是一次充實的研討會，感謝亞洲運動管理學會及菲律賓當地

協助辦理之相關人員，以及臺灣運動管理學會相關行政人員及帶隊老師在行

前的資訊傳達與修正，並告知許多在菲律賓期間的注意事項，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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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次研討會並無攜帶回其他相關資訊，在此附上參與會議之行程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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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研討會活動其他相關照片 

 

與新加坡學者討論海報議題 

 

與新加坡學者合影 

 
本次研討會歡迎宴一景 

 

本次會議地點 

 
與學生合影-口頭發表 

 
與學生合影-海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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