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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We Faced 

• The most effective intensity (duration and 

frequency) and type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remains uncertain. 

• Personal Willingness-the adherence or 

compliance were characteristically low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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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ominant exercise 
regulation at the translational 
level, enhancing translational 
capacity and proteome 
abundance to explain 
phenotypic gains in muscle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hypertrophy 
in all ages 

運動即良方 

Exercise combats frailty and sarcop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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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願景工作團隊(vision 2030) 

•銀色世代：發展高齡者的運動體系，鼓勵50 歲以上的高齡民眾積極參與運動活動 

體適能月費為1000元， 
65歲長者每時30元 

游泳館月費為1500元， 
65歲長者每時50元 

街舞廣場、溜冰場、戶外
籃球場登記免費使用 

以新莊區國民運動中心為例 

可近用的健身房
方案計劃 

•新加坡體育委員會設置
了健康俱樂部，提供合
格的健身教練、最新的
健身器材，以及心血管
機、更衣室與淋浴設備
等設施 

•花費：1.50 SGD (學生
與老年人)  約台幣36元 

•早上7 點至下午5 點 

老年人游泳      
方案計劃 

•55 歲以上的新加坡民眾
使用，在各個新加坡體
育委員會提供的游泳池
游泳。 

•花費：50 元至60 元的
年費(SGD) 

•約台幣1200-1440元 

長者家庭          
租借計劃 

•55歲以上的長者及其家
人可以共同租用新加坡
體育委員會提供的體育
設施如羽毛球、網球、
乒乓球等 

•帶身分證申請註冊 

長者免費運動  
時段計劃 

•55 歲以上的民眾非高峰
使用時間(即星期一至星
期五的上午7 時至下午6 
時)免費使用體育館的羽
毛球與桌球設施 

•最多為2 小時 

65歲以上 
1.週一至週五8~10am、
2~4pm 
   館內運動設施免費使用 
   (寒暑假下午除外)      
2. 週六、日8~10am限游泳池   
   與體適能館免費使用。 

( 中華民國102年運動城市調查，2013) 4 

「他山之石 ～新加坡運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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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A Strategy & Framework 

pretest prescription intervention posttest

App/Web App/Web

Wearable	
Devices
• Heart	rate
• Pedometer

• Sleep

• FITT
• Exercise	plan
• Nutrition	advice

• 45	min	x2	per	week
• 3-mon	period
• Total	1080	min

• Grip	strength
• Timed	Up	And	Go	
(TUG)	Test

• 30s	chair	stand	test
• Questionnaire

Frailty	cases	are	
referred	to	

healthcare	units

• Grip	strength
• Timed	Up	And	Go	
(TUG)	Test

• 30s	chair	stand	test

General	cases	are	
referred	to	community	
facility	or	paid	services	

New	Taipei	Exercise	Initiative



FIT FOR AGE-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Intelligent Infinity 

Service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Thinking 



Exercise is Medicine®  

• Created in 2007 by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The EIM Team is based at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aily oper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IM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 

• The Global Center oversees the EIM Network of EIM Regional 

Centers(7) and EIM National Centers(43).  

• The goal: Have healthcare providers assess every patient's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at every clinic visit,  

• MOU on Exercise and Medicine Cooperation b/t New Taipei Cit

y Government and Exercise is Medicine® (March, 2017) 



Engage	with	the	world
銜接醫療接軌國際

EIM Taiwan 



• 本府業於106年3月14日舉辦運動醫學國際合作
記者會，由市長朱立倫與EIM (Exercise is 
Medicine)全球總會代表Dr. Stoutenberg 共同簽
署國際合作備忘錄(MOU)，由EIM為新北市培訓
國內首批321位醫師及醫事人員種子師資，為長
者量身開立「運動處方」。 

• 由市長及EIM代表見證下，本市與台灣整合照護
學會、台灣復健醫學會及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等
轄內公會組成EIM New Taipei，合作推動新北市
長者運動及衰弱預防種子師資培訓。 

 

「運動醫學國際合作記者會  銜接醫療 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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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8月經EIM全球總會許可以新北市作為EIM Taiwan

代表，邀請其他縣市加入EIM Taiwan 委員會。 

 於106年8月19日及26日與台灣復健醫學會合作辦理

「EIM Taiwan醫師暨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共計58位醫

師及159位專業人員取得認證， 

 累計培訓醫師195人及專業人員344人，藉此擴大社區專

業運動人力佈點，強化計畫執行效能。 

新北市為EIM Taiwan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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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by community gyms, public/private 



Promotion of F4A in the community  

pretest 

Exercise 
courses 

Nutrition 
advice 

posttest 

講師培訓 

課程導入 

辦理動健康宣導活動38,323場次 

活動宣導人次1,761,007人次 

銀色奇肌班476班, 12萬1,920人次參加 

 推廣據點1,559處以上 

(數據截至106年12月底止) 

• 志工 
• 據點幹部 
• 松大老師 
• 退休人士 
    …… F4A-community scene 



At sites of meal sharing 



訓練志工 (volunteers)成為講師 
透過實習 督導 認證 團督 陪伴走得穩健 
結合銀髮俱樂部 據點 銀髮大學等社區通路 
翻轉銀髮生活型態 

Community College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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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動健康 
種子教師授証典禮 

社區師資培訓/銀髮大學院/松年大學/銀色奇肌班 



19 

推廣管道 

1.銀髮俱樂部 
2.銀髮大學 
3.社區發展協會 
4.長青學苑 
5.樂齡學習中心 
6.老人會 
  …… 

 志工 
 據點幹部 
 松大老師 
 退休人士 
    …… 

講師培訓 自癒力 

肌耐力 護身力 

廣邀民間團體 
加入推動行列 銀色奇肌班 



Fit For Age in  Generation Integration   

               祖孫共跳健康操               創意祖孫動健康-平衡球     祖孫動健康-防跌操 



新北動健康資訊平臺 
社區使用情形分析(105年10月至107年3月底) 

截至107年3月底止會員人數：33萬7,429人 

每月人口使用活躍比率：16.0% 

每月人口運動記錄活躍比率：5.4% 

每月人口飲食記錄活躍比率：1.3% 

記錄總筆數：7,398,460筆 (超過700萬人次運用) 



81.8% 

Web註冊

及活動小

卡 

12.5% 
Android 

5.7% iOS 

會員下載註冊方式比率 

N=337,429 

18.2% 

不同性別使用比率 各年齡層使用比率 

31.8% 

男性 

49.1% 

女性 

19.1% 

未填寫 

N=337,429 N=337,429 

25.5%   

55歲以

下 

12.6%  

55-64

歲 

28.4% 

 65歲以

上 

33.5% 

未填寫 

(數據截至107年3月底止) 



營養識能評估 

下肢肌力評估(30秒椅子坐立) 

N=107,799  
 

N=110,445 

(數據截至107年3月底止) 

9.8%  

明顯改善 

87.0%  

維持 

3.2%  

無明顯改

善 

19.5% 

明顯改

善 

76.1% 

維持 

4.4% 

無明顯

改善 



新北動健康APP推廣活動 

6,274  
13,956  

48,296  
54,314  

65,551  

82,8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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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動健康APP累積下載人數 
(人) 

2.0改版上線 檢討/修正/擴大推廣期 試用期 

動健康系列活動促銷 

衛教活動設攤宣導 種子人員教育訓練 



• 自行註冊 
• 功能快捷鍵 
• 我的帳號 
• 我的資訊 

 
 
 

• 體溫 
• 心跳 
• 血壓 
• 血糖 
• 體重 
• 健康評估 

• 飲食餐盤 
• 熱量計算 

• 運動達標率 
• 活動熱量計算 
• 自訂運動項目 

 

• 活動快訊 
• 衛生訊息 
 

F4A-App functional diversity 

• 支援第三方登入 
• 記住帳號密碼 
• 健康幣機制 
• 萌寵溫馨提醒 

新增功能： 
計步 
睡眠 
血氧 

 
 

• 簡易飲食畫面- 
       三蔬二果 
       五蛋白八杯水 
• 飲食報表 

• 跟著一起做 
    (導入安啦健身趣) 

• 運動報表 
• 揪團運動 

• 動健康地圖 
• 社區運動班、專業運動班 
• 運動教室、營養教室 
• 活動花絮、影音 
• 社區夥伴好站 



Frailty moonshots in NTPC 

2018 

眼睛健檢(眼部疾
病檢查)及介入治
療 

EIM個人化運動處
方/運動計畫介入 

衰弱營養篩檢 

2017 

EIM個人化運動
處方/運動計畫
介入 

衰弱營養篩檢 

2016 

衰弱營養篩檢 

運動介入 

2015 

衰弱先導計畫 

(瑞芳區、平溪
區、雙溪區、貢
寮區老年衰弱前
及衰弱症盛行概
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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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永續

培育 合作

夥伴關係 

社群揪團

同儕激勵 

國際銜接

不中斷 

產業結盟

更多元 

• 與台灣復健醫學會
合作辦理EIM 
Taiwan醫師暨專業
人員培訓課程。 

• 持續擴大社區種子
師資培訓，擴大在
地人力資源。 

• 擴大EIM Taiwan 合
作夥伴關係，邀請
各縣市加入 

 

• 107年1月份：参
與「EIM區域年
會」進行國際交流 

• 107年4月份：辦
理新北動健康國際
交流會議，促進國
際經驗交流分享。 

• 107年5月份：参
加EIM全球大會。 
 

• 群組揪團排行榜，
運動夥伴、家人互
相激勵 

• 據點代理人協助健
康數據管理 

• 辦理系列活動，強
化App使用黏著度 

• 持續與國內外健康
產業結合、增加醫
療檢測設備、運動
設備(如：i-
Care)、運動手環
介接，以動健康資
訊系統作為開放平
臺，擴大產業投
入，以促進相關健
康產業發展。 

perspectives」 



IoT and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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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Successful	
Ageing

垂直整合
綠⾊通道

An initiative on self care 

新北市失智症防治網

Fitting	Missing	Pieces

Dementia	Strategy	for	NTC

New	Taipe i	Exercise	Initiative

新北長照

在地安老



A.前導影片  不運動只想著吃補藥，你的身體怎麼吃得消 

B.首部曲       宅運動 如何在家練出肌耐力  

C.二部曲       宅在家也能練出心肺力       

D.三部曲       宅在家也能伸展出筋柔力      

E.最終曲       宅在家也能練出平衡力  

F.                    護力保本健康操 

A 

B 

C 

D 

E 

F 

G. 新北動健康App2.0全新改版上線囉! 

H. 新北動健康App 2.0 劇情版 

I.  快樂嬤-新北口腔健康操 

J.  快樂嬤-健康營養豆漿麵 

G 

H 

I 

J 

使用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二部曲 - 宅在家也能練出心肺力.mpg
使用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三部曲 - 宅在家也能伸展出筋柔力.mpg
使用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首部曲 -宅在家也能練出肌耐力.mpg
使用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最終曲 - 宅在家也能練出平衡力.mpg
使用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前導影片- 真的該吃那麼多藥物和保健食品嗎？.mpg
1新北動健康系列-前導影片.mpg
2新北動健康系列-(宅運動)宅在家也要提高身體力 – 肌耐力.mpg
2新北動健康系列-(宅運動)宅在家也要提高身體力 – 肌耐力.mpg
2新北動健康系列-(宅運動)宅在家也要提高身體力 – 肌耐力.mpg
2新北動健康系列-(宅運動)宅在家也要提高身體力 – 肌耐力.mpg
3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宅在家也能練出心肺力.mpg
3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宅在家也能練出心肺力.mpg
4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 宅在家也能伸展出筋柔力.mpg
4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 宅在家也能伸展出筋柔力.mpg
4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 宅在家也能伸展出筋柔力.mpg
5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 宅在家也能練出平衡力.mpg
5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 宅在家也能練出平衡力.mpg
5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 - 宅在家也能練出平衡力.mpg
新北動健康護力保本健康操(教學版).wmv
使用影片/新北動健康系列宣導影片/新北動健康護力保本健康操(教學版).wmv
新北動健康App2.0上線囉(國語).mp4
新北動健康App2.0上線囉(國語).mp4
新北動健康App2.0上線囉(國語).mp4
新北動健康App2.0上線囉(國語).mp4
1004_F4A-App_B-國語.mp4
長版劇情式影片.mp4
長版劇情式影片.mp4
長版劇情式影片.mp4
長版劇情式影片.mp4
長版劇情式影片.mp4
第3版66 - 新北市衛生局【新北口腔健康操】.mp4
第3版66 - 新北市衛生局【新北口腔健康操】.mp4
第3版66 - 新北市衛生局【新北口腔健康操】.mp4
第二版：66 - 新北市衛生局【豆漿麵】.mp4
第二版：66 - 新北市衛生局【豆漿麵】.mp4
第二版：66 - 新北市衛生局【豆漿麵】.mp4
第二版：66 - 新北市衛生局【豆漿麵】.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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