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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內政部 (2014) 公布資料，國人平均壽命延長，使得人口結構改變，然
而因為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的機能也隨之退化，往往會造成身體活動能
力的大幅下降，連帶也會影響醫療健保的支出，進而影響晚年的生活品質。因此，
運動對高齡者而言就顯得相對重要，不僅可以提升他們的身體適能，也可提升自
身的自信與幸福感。然而就目前而言，臺灣針對高齡者的運動參與研究比起青壯
年相對較少，所以本文獻欲探討臺灣高齡者目前參與運動之現況，並依現況提出
幾項建議，以提供相關單位在未來政策及研究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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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日前發表 2015 年的 《世界衛生統計》 報告，顯示
2013 年全球人口平均壽命為 71 歲，其中男性為 68 歲，女性則為 73 歲。至於臺
灣，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14) 公布的資料，國人平均壽命持續延長，四捨五入
之後達到 79 歲，其中男性為 76 歲，女性 82 歲。就像全球其他國家一樣，臺灣
的人口不斷老化，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資料，民國 150 年時老年人口預估將增加
454 萬人，屆時每 10 個人當中，就有 4 個是 65 歲以上老人，其中又有 1 位是 85
歲以上的超高齡老人。根據內政部 (2017) 網站資料顯示，臺灣的老化指數在 106
年 1 月已達 99.63，老化情形嚴重，這不僅會對城市經濟社會運行產生深遠影響，
在醫療健保的支出上也將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高齡化所造成的醫療衝擊，從以下資料可看出端倪，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2013) 指出 1996 至 2011 年，65 歲人口比率由 8.2%激增為 11.2% ； 醫療費用
也從個人平均 30,426 元攀升至 55,529 元，2011 年的 65 歲以上老人使用 33.5％
的健保醫療資源，過去 10 年成長的醫療費用有 58％來自 65 歲以上老人。其中，
又以西醫藥費支出最多，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2015) 顯示，在西醫藥品的給
付上，共支出了 1,527.1 億元，藥費占醫療費用的比例達到 27.8%，其中 65 歲以
上人口使用健保藥費占全年總藥費比例近 4 成，且除抗腫瘤標靶藥物、心臟病用
藥外，多數用在高血脂、高血壓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而慢性疾病其實是可以藉
由運動去改善控制，甚至改變其病程 (李水碧，2012)，雖然人口老化導致三高
用藥需求增加在所難免，但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2015) 還是建議民眾應該注意健
康飲食、規律運動，養成良好生活習慣，才能向疾病說不。
世界衛生組織 (WHO) 估計，因為缺乏運動而導致全世界每年有超過兩百萬
人的死亡。因此，WHO (2002) 提出「Move for Health」口號，以「將運動習慣
與體能活動深入於每一個人的生活中」為目標，希望將運動習慣深入每一個人的
生活當中。此外，部分先進國家也早已著手推動「健康國家」觀念，例如美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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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健康國民 2010 年計畫」以及新加坡提出的「願景 2030 計畫」，主要目
的都是希望「透過運動讓生活更美好」 (教育部體育署，2015) 。而臺灣自 1997
年起，也陸續推動「陽光健身計畫」、「運動人口倍增計畫」等計畫，始見成效
後，2010 年起，續以「打造運動島計畫」、「運動 i 臺灣」等，期望國人自發、
樂活、愛運動。

貳、銀髮族運動參與現況
一、臺灣銀髮族運動參與現況
根據我國之「老人福利法」第二條中規定，老人的年齡標準；年滿六十五歲
以上者稱之為「老人」(old person) ，也就是大家所稱的「銀髮族」
。根據 104 年
運動城市調查 (教育部體育署，2015) 臺灣民眾目前參與運動的狀況，有逐年攀
升的趨勢，並且在近幾年健康意識抬頭及運動風氣的盛行下，銀髮族參與運動也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並且當中參與運動的銀髮族又以男性比女性人口多。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對運動強度的定義 (7333：每週至少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
鐘、心跳達 130 下或是運動強度達到會喘會流汗，7330：每週至少運動 3 次、每
次 30 分鐘，7230：每週至少運動 2 次、每次 30 分鐘，7100 定義：每週至少運
動 1 次。) 60 歲及以上屬於 7333 運動人口的比例較高，35 - 54 歲年齡層的比例
最低。70 歲及以上屬於 7330 運動人口的比例較高 (66.7%) ，而 40 - 44 歲 (35.3%)
比例最低。並且在每週的運動次數上，以 70 歲以上每週運動次數最多，平均每
週 5.63 次，接續是 65 - 69 歲的族群，平均每週 5.06 次。但是相對的，在運動強
度上，卻是在 70 歲以上達到會流汗會喘的比例是最低的 (28.3%) 。可看出雖然
高齡者在運動次數及規律運動上的比例是較高的，但相對的所從事的運動類型是
較低強度的，且運動類型多屬健行、甩手等較不需技術指導的身體活動，對高齡
者的健康促進上可能較無法達成增加身體適能的健康目的。
另外，根據蔡英美與王俊明 (2013) 的研究指出，男、女銀髮族在休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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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動機、運動參與程度與幸福感均無差異，不同年齡層的銀髮族在運動參與的
程度上也無差異，顯示不管在性別或是年齡層的分布上，對運動參與皆無顯著差
異，相對的，運動參與動機與知識需求有重要關聯性，並且多以健康適能為主要
考量，表示銀髮族對於運動參與之動機較傾向以健康與體適能為主。

二、芬蘭銀髮族運動參與現況
芬蘭位於北歐，面積在歐洲國家中排名第 8 大，但人口僅約 533 萬。然在僅
533 萬的人口當中，65 歲以上者在 2010 年己占了 17.5%，早在 1950 年代末期 65
歲以上人口即已突破 7%，邁入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社會 (顧燕翎，2011) 。
同時，根據張少熙與周學雯 (2011) 的研究報告指出，芬蘭政府面對人口老
化問題係以推廣高齡者規律運動做為主要因應策略高齡者運動參與，並以“創新
的運動服務產業模式 ”為發展理念 (Karvinen et al., 2007) 。方怡堯、何信弘與張
少熙 (2014) 提出，政府對於高齡者運動健康促進策略的定位十分重要，應將其
定位為「產業發展」而非「活動辦理」
，因為如果將之視為「活動」
，則高齡者之
運動參與，也容易隨著活動結束而停止;但如果將之視為「產業」
，以永續經營的
模式去規劃安排，再加上與政府機關、體育相關協會或是民間團體等的互相合
作，對高齡者而言，不管是在參與運動或是健康促進上，均有正向的發展。
芬蘭針對高齡者的運動政策，包括了訊息的獲得以及克服地點距離的問題。
他們發行運動季刊，使讓高齡者們不僅獲得運動健康上的新知，也可增加獲得運
動資訊的機會 ; 另外，也提供了定點到體育館的接送服務，而這些政策均是針
對高齡者所設計 (Huovinen, 2011) 。
在他們運動政策的推廣下，從 1993 至 2001 年，65 – 84 歲的老人有超過 63%
每週至戶外健走四次，每次 30 分鐘更有 27%以上的老人每週從事 4 種以上的身
體活動 (Sulander et al., 2006)。更在 2006 年後，以高齡者具備自主生活能力為健
康促進的主要目標，已有 90%以上 75 歲的高齡者具備「獨立居住」能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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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目標上預計在 2012 年以前達到 97%以上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of Finland, 2006) 。

參、銀髪族運動參與阻礙與因應策略
一、銀髮族運動參與阻礙
檢視我國高齡者的運動情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2) 調查結果指出高齡
者不運動的前三項主因分別為：「沒有時間」、「沒有特別理由」 和 「沒有指導
者」，而依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2006) 國民運動行為調查結果顯示，94年度65
歲以上年長者常從事的運動前三項為：
「散步、健走 (69.6%)」
、
「體操 (14.9%)」、
「甩手(8.5%)」。由此可知，高齡者的運動習慣停留在較無健康促進效果的低強
度、低阻力運動方式，且多是在公園或居家附近的學校，從事較簡單的身體活動
(張少熙，2015)。
另外，在資訊傳遞方面，根據104年運動城市調查 (體育署，2015) 顯示，民
眾認為縣市政府、學校、社區或運動協會為縣市民眾舉辦體育活動的頻率，以70
歲以上的比例最低 (23.6%)，同時，接收宣傳運動訊息的頻率以及對打造運動島
計畫的知曉情形，也以70歲以上比例最低，分別是 25.2% 與 39.1%。顯示在政
策上可能有針對高齡者的運動活動資訊，但因為資訊的傳遞不完全，進而間接造
成參與上的一種阻礙。
從事運動阻礙因素為個人因素、社會文化因素與外在環境因素等，要改變中
高齡者由靜態到動態的生活習慣，往往需要專業介入且多於半年的長期引導 ;
但若不去瞭解其運動阻礙因素，常在運動介入計畫結束後又回到原點 (張量懿、
黃清雲，2015) 。人們皆期望可以從休閒運動活動中順利完成，並且得到美好的
體驗 (蔡永川，2015) 。不管阻礙的因素是什麼，都有可能會因為時間、地點、
人物而增加了參與運動的阻礙，而這些都是現今社會中，為了讓高齡化趨勢邁向
健康老化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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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策略
自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成立 (民國 87 年) 後，為養成國人運動習慣陸續實
施了「陽光健身計畫」、「運動人口倍增計畫」、「打造運動島計畫」以及「運動 i
臺灣計畫」，目前在高齡者的政策實施上，除了雙北市的運動中心有提供公益時
段給於高齡者運動費用優惠外，也為高齡者在網路上架設了「樂齡運動巡迴指導
團」的網站，內容包括各式各樣的課程選擇以提供高齡者可以從事不一樣的運動
類型。除此之外，也從 104 年 9 月起，在國民體適能政策旗艦計畫裡，除了有一
般民眾 ( 23~64 歲) 的體適能檢測外，也針對高齡者增加了樂齡體適能檢測，讓
銀髮族可以先清楚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並由體適能指導員去建議所欠缺的體適
能項目與應該從事的運動類型，大大的提高了銀髪族在運動參與的可親性。
臺灣的運動人口比例在民國 104 年已達 83% (教育部，2015) ，然調查顯示，
高齡者從事的均是較低強度、無技術性的身體活動 (張少熙，2015) ，目前雙北
市在公益時段、樂齡體適能檢測推動上均有初步成效，惟仍過於集中在北部地
區。後續在銀髮族運動參與推展上，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隨著資訊的發展愈來愈便利，3C 產品在運動協助上漸漸受到倚重，然多
數高齡者對於 3C 產品不太熟悉，所以可能無法接受到最新的活動資訊或
推展。因此，在資料傳遞上或許可以從高齡者常接觸到的活動範圍使用
較直接的資訊傳遞為主要，例如電視廣告、電台廣播、醫院的廣告宣傳
單等…，藉以提升運動相關知能訊息的觸及率。

(二) 建立高齡者的友善運動環境，由於目前的運動中心多數是針對一般民眾
所設計，建議可以增加對高齡者所設計的運動空間，讓裡面配有運動指
導者與器材，使高齡者可以有一個安心的環境與專業的指導進行運動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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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鑒於目前公園中，多數使用的運動器材多是運用到腿部肌肉的滑步機
及扭腰器等。但根據 (李季聖，2015) 指出對這些高齡者而言有規律使用
者 (過去半年內至少一週三次，一次使用 30 分鐘) ，與無習慣使用者 (過
去半年內幾乎沒有使用公園器材) ，在高齡者的七項功能性體適能檢測
項目中，兩者間皆無顯著差異。顯示針對公園運動設施設計的部分可能
有再改進的空間。也許可以增加較貼近生活中身體活動的器材設計設
施，比如高低階的踩踏以增加大腿肌力，可幫助高齡者在生活中上下樓
梯或上下公車的腿部適能 ; 或是可調式握力器去訓練手部握力，幫助高
齡者在身活中拿取物品或提取物品時的手部適能。藉由這些訓練，使他
們在居家生活的活動範圍中，即可有機會時常增加各種不同類型的身體
訓練以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四) 發展高齡運動產業，透過跨業合作，如：健康保健、養生醫療、穿戴裝
置… …等，如能結合高齡者生活型態，將運動融入其社交生活圈中將有效
提高運動參與並擴大運動產業範疇。
(五) 將運動與觀光結合，有鑑於臺灣高齡者的休閒活動普遍偏好觀光旅遊，
如果可以讓政府與在地民間團體合作，時常舉辦屬於高齡者的運動觀
光，例如：郊山健行活動等，不僅可以達到心肺訓練外，還可增加高齡
者的成就感與幸福感。
(六) 由於運動參與動機與知識需求有重要關聯性 (蔡英美、王俊明，2013) ，
故建議政府可與學校相關科系合作，定期舉辦體適能或是運動健康講座
等議題活動，以增加高齡者對健康知識的學習，並增加高齡者對運動參
與的動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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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目前臺灣的運動人口比例已達 83%，然調查顯示，高齡者從事的均是較低強
度、無技術性的身體活動 (張少熙，2015) ，且在無人指導或是認為自己健康狀
況不允許的情況下，往往也有部分就選擇不要運動，但其實事實不然，反而他們
是更需要運動的一群。所以為了高齡者的健康，也為了醫療上健保的考量，在銀
髮族運動推展上，活動社交生活化、運動環境友善化、知能諮詢簡易化將是重要
的推動方向，期能藉此使高齡者更樂於參與運動、擁有更好的運動環境及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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