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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審查意見研復表 

學校名稱：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三芝好厝邊--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發展模式 
 

審查綜合評定意見 學校研復說明 
計畫書 

修正頁數 

1. 本次所提四個USR計

畫尚能契合這些工作

目標，但三個目標缺

乏統整，主軸並不明

顯。 

本計畫所述之推動目標包括以下四項，

均以北海岸國中小學之品格培育為主

軸，連結地區行政機構、本校師生、國

中小教師、家長及外部資源，期能達成

共融共榮之目標，規劃推動與目標達成

之過程論述將會更加凸顯其系統性： 

一、 與地區行政機構、學校單位及公益

機構建立長期合作的關係，建構北海

岸青少年品格培力的資源平台。 

二、 提升北海岸地區青少年升學生品格

力及反毒與衛教知識，提升學生團隊

精神及培養健康休閒育樂，發掘多元

專長。 

三、 帶領並激發具潛力之學生，提升對

醫學領域相關知識之興趣。 

培育北海岸地區國中小學教師及本校同學

成為品格教育種子師資。 

 

2. 本計畫以活躍老化為

中心思想，希望建立

本土化活躍老化社區

整合照護模式，具體

作法為：結合提案單

位系所師生、三芝區

及淡水區在地社區資

源和機構，進行老人

多元健康評估、針對

健康老年人、輕度失

能及輕度失智族群的

身心健康規畫，並以

功能性體適能測驗、

多元評估量表和三芝

居民健康需求調查，

謝謝委員對此計畫的了解與肯定。  



檢測長者的健康體適

能、日常生活功能及

操作性功能、智能、

精神狀態及健康需求

等。 

3. 計畫已結合多家協力

夥伴推動相關工作，

在地連結緊密，有利

於推動計畫相關工

作，但對當地相關需

求的分析可更深入。 

謝謝委員的建議，為深入分析三芝當地

居民的需求，在三芝健康城計畫中將邀

請學生實際到社區訪談10位三芝長者，

進一步的了解三芝長者對未來活動的建

議和想法，以修正計畫內容，符合當地

的需求；而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亦會發

放100份健康需求調查問卷，了解居民

的需求，以規劃合適的身心健康活動。

研究人員將拜訪鄰里長、總幹事及6位

資深志工，進一步收集資料、分析及再

確認。 

請見計劃

書第6頁

和第7頁 

4. 建議本計畫應與總計

畫中關於在地人文藝

術保存之子計畫，有

更多的合作，使在地 

人文藝術結合長照與

社區者之活動，當可

有更高的在地、創性

與整合效果。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中的營造馬偕

好厝邊計畫預計辦理的兩場身心健康研

習，此兩場研習營可結合關於在地人文

藝術保存之子計畫，邀請在地的人文藝

術家到本校展示、示範和講解其作品，

讓在地長者透過藝術欣賞及交流，增廣

其藝術經驗，得到心靈的喜樂和滿足。 

請見計劃

書第7頁 

5. 本計畫為落實USR 之

永續性，須加強推動

組織及運作機制之設

計。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校為因應USR計畫

的有效執行，已成立校級的USR計畫組

織，組織成員包含計畫主持人、協同主

持人、研究助理和計畫人員，定期於每

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早上11:00至下午

1:00開會，並預計於9/4及12/18召開計

畫期中及期末成果發表會，檢討執行內

容和後續規劃。 

 

 



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學校修正計畫資料總表

 

學校名稱 馬偕醫學院 計畫主責單位 秘書室

主責單位聯絡人

姓名:駱韋綱 職稱:約聘辦事員

電話:02-26360303ext.1113 電子郵件:jeromelo@mmc.edu.tw

計畫總件數 4 教師參與總人數 22

計畫補助總額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9,861,235元

2.經常門補助：9,861,235元

3.資本門補助：0元

4.學校自籌款經費：989,290元(補助經費10%以上)

修正計畫明細

計畫1

計畫名稱 三芝人文藝術的保存與推廣

重要議題 在地關懷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2,990,345元

2.經常門補助：2,990,345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299,035元(補助經費10%以上)

計畫主持人

姓名:蔡碧華 電話:02-26360303#1400

服務單位職稱:全人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

電子信箱:tsaipihua@mmc.edu.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伍益昌 電話:02-26360303#1401

服務單位職稱:全人教育
中心助理

電子信箱:jshw3244@mmc.edu.tw

計畫2

計畫名稱 三芝好厝邊--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發展模式

重要議題 在地關懷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3,098,628元

2.經常門補助：3,098,628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313,028元(補助經費10%以上)

計畫主持人

姓名:葉淑惠 電話:0963196786

服務單位職稱:長期照護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電子信箱:yehshuhi@mmc.edu.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鄭方瑜 電話:0928153073

服務單位職稱:長期照護
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fycheng@mmc.edu.tw

計畫3

計畫名稱 北海岸青少年品格教育培育計畫

重要議題 在地關懷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1,942,245元

2.經常門補助：1,942,245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194,225元(補助經費10%以上)

計畫主持人

姓名:申永順 電話:02-26363-0303#1130

服務單位職稱:學務處學
務長

電子信箱:ysshen@mmc.edu.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何秋苹 電話:02-26363-0303#1131

服務單位職稱:學務處專
員

電子信箱:enjoycp@mmc.edu.tw

計畫4

計畫名稱 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

重要議題 在地關懷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1,830,017元

2.經常門補助：1,830,017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183,002元(補助經費10%以上)



計畫主持人

姓名:吳懿哲 電話:0975835130

服務單位職稱:醫學系/副
教授暨系主任

電子信箱:jacobyjwu@mmc.edu.tw

計畫聯絡人

姓名:曾斯偉 電話:2636-0303分機1203

服務單位職稱:醫學系教
學助理

電子信箱:sswei@mmc.edu.tw



學校推動社會實踐計畫整體說明及與校務發展之關連 
(以三至五頁為限) 

一、 說明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與校務發展之關聯性 

說明學校對於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之規劃與目標，是否已納入校務發展之重點工作 

為能達成校務發展目標與特色，本校甫通過第二期 107~111 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計畫總計

分 14 項子計畫(A~N 計畫)，內涵 80 工作項目；本校悉依中程發展計畫逐年進行校務推動與

資源配置，並訂定明確之推動期程與擬達成質化、量化之指標，以確保校務之順利運行與永

續發展。 

此次高教深耕計畫之各項重要目標與精神，均已納入相對應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子計畫與工

作項目中。有關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與學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關聯性，計有下列諸

項併表說明，並應對學校中程校務發展之計畫目標。 

 

計畫項目 重點工作 校務計畫 計畫目標 

4-1 進行跨領域

在地醫療諮

詢服務 

4-2 發展活躍老

化社區整合

模式  

4-3 協辦青少年

生命教育品

德教育紮根

計畫 

4-4 致力人文藝

術保存推廣 

 

1. 辦理社區居民拜訪、在地醫療諮詢服

務身心健康研習、社區身心健康活動，

提供年長者醫療、衛教及保健知識及

活動。 

2. 使用社交 APP 教學課程，設立「馬偕

好厝邊」官方帳號並成立 LINE 群組 

3. 持續推展社區整合長期照護，並於國

內外推展成功模式 

4. 參與三芝國中及國小品德勵志活動 

5. 收集三芝當地藝術家、山歌歌謠，撰寫

故事、作品簡歷，並拍攝微電影與三芝

社區導覽 

A、建構綠化、安

全、永續發

展的校園環

境 

B、建置各種活

動設施以符

合學生需求 

G、建構支持優

質教學的環

境 

H、提升學生學

習效果 

 建置學校與社區互動暨

服務模式。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 

 促使本校學生與社區結

合，活化學生團隊精神

及培養健康休閒育樂。 

 推廣三芝藝文並確保地

區文化之傳承 

 提升學生社會關懷與對

社區融入 

 

 

 

二、 說明學校對於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已有足夠準備與能量： 

請說明學校過去累積的實績，可以持續支持學校在未來可以做好及推動在地實踐之社

會責任 

 

4-1進行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服務 

 

因應社區醫療課程設計，本校早已積極推動在地關懷學習與活動；過去每學年度均有上百人

次的學生參與，共拜訪了當地居民每年亦達五十餘戶以上，自 102學年度起並與三芝區公所

合作，鎖定服務獨居老人、中低收入戶及弱勢居民，針對居民平日的用藥習慣與慢性疾病給

予醫療上的建議。進行醫療服務時，會由臨床醫師親自示範，再請同學輪流獨立演練，醫師

則在旁觀察指導，如諮詢技巧不如理想，則稍作介入並給予協助。在結束一天的探訪行程

後，醫師與學生聚在一起檢討當日探訪行程，學生甚而發覺自己無法順利的以台語溝通進而

積極選修本校的台語課程，加強台語能力。另本校社區護理課程亦以北海岸為服務對象，每

次課程均由具社區護理專長之教師帶領同學進行社區護理與健康促進之學習與諮詢，早已累

積與社區居民深厚友誼與信賴。而聽語學系則已經進行多年之區域兒童聽力篩選與語言發展

遲緩之早療介入，並於每年校慶期間舉辦社區長者聽力檢測與後續轉介服務，深獲社區肯

定。以上各項與社區之長期互動，已為學校實施此一計畫奠定良好之基礎。 

 

4-2 發展活躍老化社區整合模式 

基於「資源分享、尊重在地」的精神，本校所建置之綠色生態校園包括運動場和森林早已成



為三芝居民運動休閒的好所在。本校心諮中心及學務處多年來亦邀集師生到三芝的雙連安養

院、思源安養院及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關懷長者和有身心特殊需要的人士。本校辦理

「園藝益康」知能研習時，亦曾開放名額給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期許與社區人士同

步成長造福三芝。三芝地區人口老化且本校設有長期照護研究所優勢，規劃建置健康諮詢互

動平台計畫及參與長者樂活中心活動計畫等工作事項執行。 

 

4-3 協辦青少年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紮根計畫 

本校自 101 起向教育部申請辦理紫錐花盛開活動，至校外鄰近國中、小學宣導活動，並於活

動前特別辦理校內講座用以培訓學生志工與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合作辦理，

結合更生人親身分享演講，順利進行紫錐花運動反毒/愛滋宣導工作，並使正確的反毒、拒

毒觀念深植於大學生及國中、小學心中。 

另一方面因三芝地區距離其他資源相對較豐富的地區如淡水、金山或是基隆較遠，造成城鄉

差距，加上家庭組成中常見外籍配偶、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也使得學生們學習意願及成績

普遍較為低落。本校秉持社區關懷之服務精神，協同三芝新生活協會辦理課後輔導，拉近學

生與三芝居民的距離並協助三芝地區學童課業提升，並提高學習成就，進而建立自信心，累

積未來的競爭能力。每學期約有 10-15 位本校同學參與，服務三芝國小約 30-40 位學童。 

透過這些已建立之區域教學與品德推展活動，本校將藉此次計畫擴大與深化相關作為，為地

區學子之學習盡一份社會責任。 

 

4-4 致力人文藝術保存推廣 

本校過去常到社區訪問三芝耆老、藝術家及學童，亦曾舉辦多項與藝術相關工作坊、展覽或

市集等，培養校園增添藝術基本素養，並為在地藝術家推廣作品。三芝居民也熱忱幫助本校

建置軟硬體，藝術家蔡根、陳偉誠、龔宜琦及陳凱璜等老師到校從事「三芝藝術線上英文導

覽」、「三芝植物染」、「藝術再創作」、「藝術與生活」、「東方肢體美學」及「顏色作為表達方

式」等教學。本校並與三芝社區文化營造協會合作辦理多項藝文展覽，包含「婆娑－婆婆媽

媽靈巧的手」、「在插畫中巧遇自己」、「百年之愛─林聲攝影」、「2 度 c.藍.呼吸吳萬富的陶」

和「鄭炳煌─流光」等藝術展。學校重視且善用在地人才，在 72 位職員中有 14 位來自大三

芝地區(高達 19.4%)，攜手建設座落在三芝的馬偕醫學院。這些基礎都在在證明本校將能順

利執行相關工作。 

三、 說明學校推動大學社會實責任計畫是否有整體規劃與策略： 

請學校說明對於所申請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各計畫目標及計畫之間的關聯性 

本校為善盡連結在地、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以帶動城鄉發展、促進文化振興、再造社區風

華，創造在地價值等目的，擬針對如何善盡社會責任，訂定以下工作目標： 

(一) 培養學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共同建造健康美麗的社區。 

(二) 鼓勵學生走出校園投入弱勢族群之醫療照護， 

(三) 促使學生瞭解醫療實務工作與生活關聯，促進社區居民健康，傳承及發揚馬偕精神。 

 

而具體做法則是結合三芝地區特性及工作目標，透過四大計畫的執行，提升學校對在地區域

之貢獻度，使本地居民之健康狀況得以改善，地方文化得以保存並推廣。此四大計畫特以附

申請「教育部 USR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四大計畫精要的計畫執行內容，詳細的執行方

式及具體作法請見 USR附冊計畫書。 

 

4-1進行跨領域在地醫療諮詢服務 

針對本區偏遠地區、家境較貧困之居民或是未與子女後輩同住之鰥寡老人進行居家探訪與健



康諮詢，讓學生融入當地居民生活，傾聽民眾聲音，並加強其關懷他人的同理心及增強溝通

能力，以培養學生擁有積極的社會責任感，並形塑校園中為他人奉獻與在地關懷的風氣。具

體之運作方式將整合本校現有三系的資源，推行「跨領域社區健康促進課程及實作」課程與

活動，進而建構弱勢地區醫療服務之教育計畫。 

4-2 發展活躍老化社區整合模式 

本計畫目標旨在培養師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共同建造活躍老化的社區。計畫中

將應用多元評估量表，評估社區老人及失能者，檢測其日常生活功能及操作性功能、智能、

精神狀態及健康需求等，分組進行不同健康狀況老人的活動介入，協助其活動環境之改善，

並評值其結果，再將成果與困境與在地及國際人士分享，促進社區整合型長期照護模式的發

展。 

此兩計畫主要是透過本校相關課程與實務學習，衍生發展「在地民眾健康諮詢平台」、「健

康照顧 APP」、「長者健康樂活適能計畫」以及「電子化健康適能 (eHealth literacy)方

案」等實作或技術，發揮本校醫護專長與具特色之課程活動設計，針對在地長者與醫療弱勢

族群提估健康評估、疾病預防、醫療諮詢與健康促進等積極性在地社區服務，同時培養願意

承擔社會責任、親土愛鄉、促進居民健康的醫事人員，讓本校成為三芝的好厝邊。 

 

4-3 協辦青少年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紮根計畫 

本計畫實施的對象為北海岸三芝、石門、金山及萬里四鄉鎮國中小學，主要工作內容包括與

地區內國中、小合作舉辦品德勵志演講、兒童品格劇場、親職品格教育講座、醫院臨床場域

參訪，以培養學生品格力及親子互動關係；寒暑假期間並培訓本校學生及帶領具潛力之國中

生舉辦國小學生品格衛教營隊，提升學生品格力，以及反毒與衛教知識；此外，每年暑假並

將為國中生舉辦運動品格營，以提升學生團隊精神及培養健康休閒育樂，並鼓勵學生發掘多

元專長。本校期望藉此計畫之推動，與地區行政機構、學校單位及公益機構建立長期合作的

關係，建構北海岸青少年品格培力的資源平台。 

4-4 致力人文藝術保存推廣 

本計畫目標旨在訓練本校學生紀錄當地文化藝術特色，保存及推廣三芝在地人文藝術，鼓勵

建立師生團隊，透過實際了解自己學校所在的三芝地區。每年將計畫性拜訪暨收集三芝當地

藝術家的親身故事與作品簡歷，拍攝微電影紀錄及上傳公共社群平台，以推廣三芝藝術村之

在地文化。拜訪三芝當地山歌文化傳承者，錄製傳唱者影音，蒐整山歌歌謠文字並編製樂

譜，拍攝微電影紀錄及上傳公共社群平台，協助傳承三芝在地傳統文化。同時為加強團隊成

員之技能，將教導團隊成員如何製作多媒體影音及說故事行銷技巧，來保存及推廣本地的人

文藝術特色。 

此兩項計畫則著重於在地教育與文化之紮根、保存與推廣，北海岸地區因地理位置偏遠及經

濟發展不足等因素，人口外流情形明顯，外配暨新台灣之子、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之比例甚

高，青少年與兒童所面臨之社區問題與文化認同困境亟待重視。另一方面三芝區有將近 400

位藝術家，其創作專長包含陶藝、油畫、雕塑、水墨書法等，藝術聚落社區、人文特色與資

源極為豐富，但卻缺乏保存、承傳與推廣，而面臨凋零與失傳之困境。此兩計畫希望可以利

用藝術推廣結合品德教育，將當地藝術家傳承藝術給下一代孩子之構想具體實踐。一方面積

極藉由本校之師生及社團資源，結合地區中小學、區公所及各公益團體之協力合作，建立三

芝學子們自尊自愛、積極向上的品格，營造社區相愛共融的文化。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本校學

生紀錄當地文化藝術特色，同時活絡本校學生、藝術家與當地學子接觸與互動，實踐在地經

營，增進地方民眾與本校之連結與認識。兩計畫相輔相成，讓學校對區域教育文化之永續發

展得以發揮積極之效益與貢獻。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

一般大學-修正計畫書

 

 

申請學校：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三芝好厝邊--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發展模式

 

送審議題: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

□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本年期程：自107 年 1 月 1 日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1 5 　 日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計畫修正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 三芝好厝邊--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發展模式

計畫類別 ■A類(種子計畫) □B類(萌芽計畫) □C類(深耕計畫)

送審議題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實踐場域與
議題

實踐場域1:新北市三芝區

本計畫是否
為106年延續
計畫

□是 ■否

計畫名稱:

核定情形:

計畫主持人

姓名:葉淑惠
單位及職稱:長期照護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

電話:0963196786 電子信箱:yehshuhi@mmc.edu.tw

是否參與其
他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
畫

□是 ■否

協同主持人

姓名:鄭方瑜
單位及職稱:長期照護研究所/助理教
授

電話:0928153073 電子郵件:fycheng@mmc.edu.tw

參與學校: 計畫名稱: 職稱:

姓名:楊星瑜
單位及職稱:學務處衛保組/助理教授
兼組長

電話:0988730526 電子郵件:hyyang@mmc.edu.tw

參與學校: 計畫名稱: 職稱:



姓名:黃國欽 單位及職稱:全人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電話:0933532615 電子郵件:kchsports@mmc.edu.tw

參與學校: 計畫名稱: 職稱:

姓名:林一真
單位及職稱:心理諮商中心/教授兼主
任

電話:02-26360303 分機1180 電子郵件:yjlin@mmc.edu.tw

參與學校: 計畫名稱: 職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鄭方瑜
單位及職稱:長期照護研究所/助理教
授

電話:0928153073 電子信箱:fycheng@mmc.edu.tw

計畫成員

姓名:張貽絨 單位及職稱:學務處衛保組護理師

姓名:蘇守怡
單位及職稱:心理諮商中心心理諮商
師

計畫期程 本年度：自107 年 1 月 1 日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

1.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3,098,628元

2.經常門補助：3,098,628元

3.資本門補助：0元(限深耕型計畫)

4.學校自籌款經費：313,028元(補助經費10%以上)

分年經費

年度 經費項目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小計

107年

經常門 $1,550,000 $155,000 $1,705,000

資本門 $0 $0 $0

合計 $1,550,000 $155,000 $1,705,000

108年

經常門 $1,548,628 $158,028 $1,706,656

資本門 $0 $0 $0

合計 $1,548,628 $158,028 $1,706,656

提案資格
學校曾執行本部或其他部會有關服務區域產業聚落、工業園區輔導轉型、人
文社會實踐、在地創新等類型之計畫累積達1.00年

計畫摘要(含標點符號、空格，以500字為限)



人口老化快速，促進老人健康及慢性病照護需求增加。本校位於三芝地處偏鄉；因社會結
構改變，少子化及子女外出就業，人口老化程度更趨嚴重，至使衰弱、失能、失智人口快
速增加。世界衛生組織於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觀念，將之定義為「提
升民眾老年期生活品質並達到最適宜的健康、社會參與及安全的過程」，活躍老化的觀念
已成為各國擬定老年健康政策之主要架構。因此，本校為善盡連結在地以實踐大學的社會
責任，結合社區資源及協力伙伴機構（區公所、里民活動中心、三芝教會、雙連安養中心
、雙連基金會、淡水馬偕醫院社區醫療中心、長青關懷協會等），共同推動活躍老化社區
整合模式，本兩年期計畫目標旨在：1.培養師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共同建造
活躍老化的社區。2.維護在地老人獨立、自主的健康生活，透過專業功能性體適能及多元
健康評估結果，提出具體健康促進策略，包含個人化促進健康體適能、心理健康、社會參
與及居家環境安全。3.促進全民健康，傳承及發揚馬偕精神。使學生瞭解醫療實務工作與
生活，培育因應未來人口老化、社會變遷及國家發展的人才。執行內容包含長者健康樂活
體適能計畫、三芝健康城和營造馬偕好厝邊，以經營深耕社區長者健康的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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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一般大學－計畫申請書 

 

 

申請學校：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三芝好厝邊--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發展模式  

 

 

 

計畫類別： 

█種子型計畫；□萌芽型計畫；□深耕型計畫 
 

 

 

       送審議題：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 

■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本年期程：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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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計畫申請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馬偕醫學院 

計畫名稱 三芝好厝邊--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發展模式 

計畫類別 █種子型計畫(A 類)   □萌芽型計畫(B 類)   □深耕型計畫(C 類) 

送審議題 
(擇一項)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其他社會實踐 

實踐場域 
(請填入計畫實件場

域；若行列不足，請

自行增列) 

實件場域：＿新北市(下拉式選單)，＿三芝＿區(下拉式選單) 

本計畫是否為

106年延續計畫 

□是 
計畫名稱： 

核定情形： 

█否 

計畫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或協同

主持人之計畫，合計

至多 2 案) 

姓名：葉淑惠 
單位及職稱：長期照護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 □否  █是 

學校：淡江大學 

計畫名稱：淡水好生活 電話：0963196786 
電子信箱：
yehshuhi@mmc.edu.tw  

協同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或協同

主持人之計畫，合計

至多 2 案) 

姓名：鄭方瑜 
單位及職稱：長期照護

研究所/助理教授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  

█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0928153073 
電子信箱：

fycheng@mmc.edu.tw 

協同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或協同

主持人之計畫，合計

至多 2案) 

姓名：楊星瑜 
單位及職稱：學務處衛

保組/助理教授兼組長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0988730526 

電子信箱：

hyyang@mmc.edu.tw 

協同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或協同

主持人之計畫，合計

至多 2案) 

姓名：黃國欽 
單位及職稱：全人教育

中心/助理教授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0933532615 

電子信箱：

kchsports@mmc.edu.tw 

協同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或協同

主持人之計畫，合計

至多 2案) 

姓名：林一真 
單位及職稱：心理諮商

中心/教授兼主任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02-26360303 

分機 1180 

電子信箱：

yjlin@mm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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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聯絡人 
姓名：鄭方瑜 單位及職稱：長期照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話：0928153073 電子信箱：fycheng@mmc.edu.tw 

計畫成員 

（請自行增列） 

姓名：李君婷 單位及職稱：學務處衛保組護理師 

電話：02-26360303 分機 1138 電子信箱：catlee@mmc.edu.tw 

計畫成員 

（請自行增列） 

姓名：蘇守怡 單位及職稱：心理諮商中心心理諮商師 

電話：02-26360303 分機 1182 電子信箱：susouyi@mmc.edu.tw 

跨校合作成員 
(學校必須為大專校

院，合作對象為擔任

大專校院之教師；若

行列不足，請自行增

列) 

學校 1： 姓名： 單位與職稱： 

學校 2： 姓名： 單位與職稱： 

學校 3： 姓名： 單位與職稱： 

計畫期程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分年計畫經費 

年度 經費項目 教育部補助 學校自籌款 小計 

107年 

經常門 1,550,000 155,000 1,705,000 

資本門 0 0 0 

合計 1,550,000 155,000 1,705,000 

108年 

經常門 1,548,628 158,028 1,706,656 

資本門 0 0 0 

合計 1,548,628 158,028 1,706,656 

經費額度 

(107-108 年度經費

合計) 

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1)： 3,098,628        元 

    經常門補助(2)   3,098,628       元 

    資本門補助(3)   0      元(限深耕型計畫) 

學校自籌款經費(4)   313,028       元(補助計畫 10%以上) 

提案資格 
學校曾執行本部或其他部會有關服務區域產業聚落、工業園區輔導轉型、人文社會實
踐、在地創新等類型之計畫累積達       年。（由系統統計累積期限） 

計畫摘要(含標點符號、空格，以 500 字為限) 

    人口老化快速，促進老人健康及慢性病照護需求增加。本校位於三芝地處偏鄉；因社

會結構改變，少子化及子女外出就業，人口老化程度更趨嚴重，至使衰弱、失能、失智人

口快速增加。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觀念，將之定義為「提

升民眾老年期生活品質並達到最適宜的健康、社會參與及安全的過程」，活躍老化的觀念

已成為各國擬定老年健康政策之主要架構。因此，本校為善盡連結在地以實踐大學的社會

責任，結合社區資源及協力伙伴機構（區公所、里民活動中心、三芝教會、雙連安養中心、

雙連基金會、淡水馬偕醫院社區醫療中心、長青關懷協會等），共同推動活躍老化社區整

合模式，本兩年期計畫目標旨在：1.培養師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共同建造活

躍老化的社區。2.維護在地老人獨立、自主的健康生活，透過專業功能性體適能及多元健

康評估結果，提出具體健康促進策略，包含個人化促進健康體適能、心理健康、社會參與

及居家環境安全。3.促進全民健康，傳承及發揚馬偕精神。使學生瞭解醫療實務工作與生



3 

 

活，培育因應未來人口老化、社會變遷及國家發展的人才。執行內容包含長者健康樂活體

適能計畫、三芝健康城和營造馬偕好厝邊，以經營深耕社區長者健康的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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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摘要 

一、 計畫規劃 

    隨著社會變遷與醫療衛生的進步，台灣人口老化及平均餘命延長，導致失能、

失智人口快速增加，本校所在的三芝地區因地處偏鄉、人口老化及子女外出就業，

老化程度更趨嚴重。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觀念，

將之定義為「提升民眾老年期生活品質並達到最適宜的健康、社會參與及安全的

過程」，活躍老化的觀念，已成為世界各國擬定老年健康政策之主要參考架構。故

本計畫以活躍老化為中心思想，結合本校系所師生、三芝區及淡水區在地社區資

源和機構，將發展活躍老化社區整合模式，依照老人多元健康評估的結果給予個

人性活躍老化的建議，例如針對健康老年人、輕度失能及輕度失智族群的身心健

康規畫；預防照護主題包含:長者健康樂活體適能計畫、三芝健康城及營造馬偕好

厝邊計畫，以功能性體適能測驗、多元評估量表和三芝居民健康需求調查等，檢

測長者的健康體適能、日常生活功能及操作性功能、智能、精神狀態及健康需求

等，由師生及相關人員協助執行和分析以瞭解居民需要，作為活躍老化與健康促

進服務的重要依據。也依照老人評估結果之身心健康狀況的不同，予個人化活躍

老化的建議，並協助分組進行體適能運動和音律活化健康操活動介入，或轉介相

關單位協助；利用社群及社區協力夥伴傳遞校內相關活動，鼓勵本地長者參與本

校舉辦的演講、研習和工作坊等，增進居民間的活動參與和社會交流，逐步促進

社區健康志工帶領者引領更多老人參與社區健康活動，進一步評值其介入效果，

更進而建立本土化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照護模式。 

二、 執行學校能量 

    本校承續馬偕博士之奉獻精神，各學系均將社區與弱勢關懷的概念與精神融入

各課程中，培養學生親土愛鄉情操，體驗偏遠地區民眾的生活，投入弱勢族群之醫

療照護，促進全民健康與社會公義，激發學生服務熱忱，傳承與發揚馬偕精神，故

為實踐本校「愛人如己，關懷弱勢」的核心價值，除於課堂教學中涵蓋相關主題外，

並利用各類型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達成目標。 

三、 計畫團隊曾執行相關計畫之執行成果 

    本計畫參與地團隊包含本校長期照護研究所、全人教育中心、學務處和心理諮

商中心。長期照護研究所葉所長過去針對社區中老年婦女進行音律活化健康操活動

及研究，發現顯著改善中老年婦女的身心健康，進一步為長照機構住民規劃設計適

合輪椅依賴老人的音律活化健康操項目、次數及時間進行前驅性研究，發現每週 3

次、每次 50 分鐘是接受度良好和屬於中等度的運動量，亦運用客製化銀髮音律活

化健康操及輪椅式音律活化健康操於社區的 6 家長照單位，發現參與運動的老人睡

眠與憂鬱有改善的成果，故音律活化課程適合推廣至社區銀髮族；而本校自創校

起，為落實培育富有尊重生命、關懷弱勢族群之醫療專業人才，即由學生社團—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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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定時前往北海岸區進行關懷長者之社區服務，服務內容包含老人陪伴、共餐、

佳節送愛及聖誕傳報佳音等活動，自 103 年迄今，共服務 1795 人次的長者，自 102

年起，並持續透過研究及服務性質持續關懷了解特有區域性中老年人飲食、運動與

生活習慣外，並提供社區據點的健康諮詢與服務，可持續支持本校在地實踐的社會

責任推動與執行。 

    本計畫的目標計畫目標旨在：（1）培養學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

共同建造活躍老化的社區；（2）維護在地老人獨立、自主的健康生活，透過專業

評估結果，提出具體健康促進策略，包含個人化促進健康體能、加強心理健康及

社會參與；（3）促進全民健康，傳承及發揚馬偕精神，使學生瞭解醫療實務工作

與生活，培育因應未來人口老化、社會變遷及國家發展的人才。因此為了讓學生

學習如何評估長者的身心健康狀況，預計開設課程，分別教授功能體適能和多元

評估量表的使用和評估方式，並加入老人運動設計和音律活化課程，讓學生能夠

進入社區，評估長者的身心狀態，並為不同程度的長者設計運動和活動計畫，透

過課程和實際與長者接觸，學習健康促進的專業知識及實作，並透過舉辦健康研

習、衛教課程、演講及工作坊，鼓勵在地居民參加，回饋三芝居民；逐步促進社

區健康志工帶領者引領更多老人參與社區健康活動，加強本校師生與三芝居民的

聯結，更進而建立本土化活躍老化社區整合照護模式，亦達到本校社會實踐的目

的。 

貳、 對焦解決區域重點議題與需求分析 

    北海岸背山面海，地理環境封閉，人口老化情形嚴重，所在的新北市 65 歲以

上老人於 106 年 9 月占 12.19%，而本校所處的三芝區因社會結構改變，人口老化、

少子化及子女外出就業更甚，老化程度更趨嚴重，老年人口達 15.98%，身為三芝區

在地大專院校的馬偕醫學院，更迫切需要要重視老人關懷與老人健康此一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提倡「活躍老化」，其定義為：「為提升年老

後之生活品質，盡最大可能以增進健康、參與和安全的過程」。為促進三芝長者的

活躍老化及健康老化，此次二年期計畫本校欲結合社區資源和機構，全面發展活化

長者身、心、社會功能的活躍老化社區整合模式，工作項目為長者健康樂活體適能

計畫、三芝健康城計畫和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實施內容以運動與健康體能、失能、

失智篩檢、心理健康和社會參與為重點，透過本校系所（長期照護研究所、全人教

育中心、學務處和心理諮商中心）、社區協力夥伴（三芝教會、三芝區公所、三芝

區婦女會、志成堂、雙連安養中心、雙連基金會、淡水馬偕醫院社區醫療中心、長

青關懷協會、五甘心物理治療所和音律活化健康操協會等協力伙伴），結合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里民活動中心和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等資源，於社區全面推動。 

參、 計畫推動之架構及組織運作 

    本計畫以活躍老化的觀點為中心，推動以三芝長者為實施對象的長者健康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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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計畫、三芝健康城計畫和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實施內容以運動與健康體

能、失能失智篩檢、心理健康和社會參與為重點。 

一、 長者健康樂活體適能計畫 

    本校運動體適能實務操作課程中將加入一些運動健康促進的知識，加強運動計

畫的擬定及基本自我運動訓練技能，同時加入實地實習運動指導的活動，以教導學

生利用 SOAP （subjective 主觀，objective 客觀，assessment 評估，plan 治療計畫） 

的模式，進行實務操作後的成效評估及分析，並請修習相關課程之學生能夠為三芝

地區老人作運動訓練服務，改善老人之身體基本健康狀況；並且建構長者健康樂活

體適能中心，透過讓學生有機會實地接觸與指導人群的機會，連結社會資源，可讓

未來進入職場時能順利接軌，並同時回饋地方、培養學生愛心。此外將藉由健康樂

活體適能中心招募在地志工，由本校開設專業課程培訓，經訓練後再由這些志工照

顧並指導其他長者，如此學校與在地居民互相結合，共創雙贏並達到學校和當地社

區是一個家庭的整合型照護模式。 

二、 三芝健康城計畫 

    本校長期照護研究所將開設專門課程教導學生使用多元評估量表以及音律活

化健康操，並實務應用於評估社區健康、亞健康、衰弱、失能、失智者，檢測其日

常生活功能及操作性功能、智能、精神狀態、健康需求及環境安全等，分組進行不

同健康狀況老人的音律活化健康操活動介入，且協助其活動環境之改善並評值其結

果，再將成果與困境與在地及國際人士分享，促進社區整合型長期照護模式的發展。 

三、 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 

    結合本校與區公所、里民活動中心、三芝教會及雙連安養中心等機構及資源，

透過與在地鄉親回溯及展演故事，塑建健康的新文化，同時精進本校課程與課外教

學內容，更有系統地深耕教育，培養承擔社會責任、親土愛鄉、促進居民健康的醫

事人員，讓本校成為三芝的好厝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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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團隊成員（含跨校成員）及專業能量： 

 預計參與計畫執行學生類型（含跨校學生）： 

編號 姓名 學校／職稱 專精領域及主要經歷與成就 參與本計畫及工作項目之主要內容 

1 葉淑惠 
馬偕醫學院／
教授兼長期照
護研究所所長 

專精領域：長期照護、實證護理、內外
護理、護理研究、成效研究、臨床試驗、
生物指標研究 

主要經歷與成就：美國猶他大學護理研
究博士，老人照護碩士，擔任台北市社
會福利委員、衛福部專科護理師諮詢委
員，完成科技部音律活化健康操成效之
系列研究並發表於國際期刊 

統籌計劃、多元評估量表課程設計
與執行、音律活化課程安排 

2 鄭方瑜 
馬偕醫學院／
助理教授 

專精領域：神經退化疾病、物理治療、
失能者復健、老化生理 

主要經歷與成就：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
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博士，專門研究巴金
森病動作表現和復健成效並發表於國
際期刊 

三芝健康城之規劃與執行，失能及
失智者活動設計與評估，居家環境
安全評估及轉介 

3 楊星瑜 
馬偕醫學院／
助理教授兼衛
保組組長 

專精領域：健康促進、身體活動、成人
護理、醫療政策 

主要經歷與成就：擔任三芝區中老年人
生活習慣、憂鬱、跌倒研究之主持人及
相關研究發表，於衛保組組長三年期
間，持續提供三芝區里長、志工、居民
健康諮詢服務 

好厝邊享健康及好厝邊活力動之規
劃與執行 

4 黃國欽 
馬偕醫學院／
助理教授 

專精領域：體適能、老人運動設計、健
康促進 

主要經歷與成就：音律活化健康協會
「銀髮族音樂體適能教練證照班」訓練
課程講師，馬偕醫學院「健康體適能運
動操作」課程教師 

長者健康樂活適能計畫之規劃與執
行 

5 林一真 
馬偕醫學院／
教授兼心理諮
商中心主任 

專精領域：心理諮商、心理測驗研究和
健康心理研究及推廣訓練 

主要經歷與成就：近年接受政府委託研
發「園藝益康」和「森林益康」，並開
發「真愛森林」。著「生活彩虹探索」
測驗、「生活彩虹-全人生涯開展」和
「森林益康」書。譯「馬偕的孩子說故
事-來看偕叡廉」 

好厝邊心理篩檢與轉介之規劃與執
行，身心健康研習規劃與執行 

編號 學校 系科 學習領域 

1 馬偕醫學院 長期照護研究所 長期照護、失能及失智照護 

2 馬偕醫學院 醫學系、聽語系、護理系 社區關懷、醫護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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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執行期程 

一、 長者健康樂活體適能計畫 

第一年 

工作事項及進度 

（1） 上半年為團隊作業磨合，設計和籌備運動體適能實務操作課程。 

（2） 下半年為開設運動體適能實務操作課程供本校大學部學生選修。 

查核點 

（1） 聘任優質兼任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數位教材製作。 

（2） 聘請相關專業師資講授課程。 

第二年 

工作事項及進度 

（1） 修畢運動體適能實務操作課程的學生至三芝社區和機構評估長者。 

（2） 依據評估結果，請修習相關課程之學生為三芝地區老人作運動訓練服務，並

評值其結果。 

（3） 邀請三芝志工參與本校開設培訓課程，參與各項活動的規劃。 

查核點 

（1） 修畢課程的學生至三芝社區里民中心、社區關懷據點和雙連安養中心評估健

康長者的功能體適能。 

（2） 依據長者個人體適能程度分級進行運動訓練，並評值其結果。 

（3） 社區志工至少 10 位參加培訓課程。 

二、 三芝健康城計畫 

第一年 

工作事項及進度 

（1） 上半年為團隊作業磨合，設計和籌備多元健康評估課程。 

（2） 下半年為開設多元評估量表教學課程和音律活化健康操課程供本校長期照護

研究所研究生和預修生選修。 

（3） 學生訪談 10 位三芝長者對未來活動的建議和想法，確立活動內容。 

查核點 

（1） 聘任優質兼任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數位教材製作。 

（2） 聘請相關專業師資講授課程。 

（3） 由學生規劃長者相關活動設計，並和鄰里長辦公室確認活動行程。 

第二年 

工作事項及進度 

（1） 修畢多元評估量表教學課程的研究生和研究所預修生至三芝社區和機構評估

失能或失智長者。 

（2） 依據評估結果，分組進行不同健康狀況老人的音律活化健康操（銀髮族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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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健康操及輪椅式音律活化健康操）活動介入，協助其活動環境之改善並

評值其結果。 

（3） 鼓勵長者表達參與的感受和建議。 

（4） 逐步促進社區健康志工帶領者引領更多老人參與社區健康活動。 

查核點 

（1） 修畢課程的學生至三芝社區里民中心、社區關懷據點和雙連安養中心評估長

者的整體健康狀態。 

（2） 依據長者個人健康狀態分組進行音律活化健康操介入，並評值其結果。 

（3） 依參與長者的建議修正未來活動計畫。 

（4） 社區健康志工帶領者引領更多老人參與社區健康活動。 

三、 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 

第一年 

工作事項及進度 

（1） 好厝邊共學：由學校主動報導本校心諮中心及各單位所辦理之身心靈健康促

進、演講研習、工作坊或展演等活動資訊，提供 10%以上名額給社區人士到

校園參加，以增進社區人士的健康。 

（2） 好厝邊傾聽：由學校、三芝區公所及三芝教會等單位合作，規劃「三芝居民

健康需求調查」，由學生及相關人員協助執行和分析以瞭解居民需要，作為

健康促進服務之重要依據。 

（3） 好厝邊 line 群組：建置學校與社區身心健康資訊之交流平台，設立「馬偕好

厝邊」官方帳號，並成立 LINE 群組，不定時發佈訊息，並檢討社區人士參與

頻率及情況。 

（4） 好厝邊享健康：結合三芝里長、教會活動，提供初步健康篩檢服務，如體位、

體脂測量、血壓、血糖、尿酸量測等篩檢，並依據結果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以提高三芝居民對自我健康狀況的覺知與早期預防行動。 

查核點 

（1） 三芝人士積極運用資源到本校參與學習，本年度開放 2 場身心健康研習，每

場開放 10%以上名額給社區人士。 

（2） 達到學校向社區表達尊重及資源共享的誠意，透過發放 100 份健康需求調查

問卷，了解居民的需求，以規劃合適的身心健康活動。 

（3） 三芝的長者能經由學習自主上網，增進操作 3C 產品及人際溝通的自我效能

感，並提升與學校聯結，透過辦理 2 場使用社交 APP 教學課程及課程後追蹤

長者，了解長者後續使用社交 APP 的頻率及品質。 

（4） 辦理至少 8 場「好厝邊享健康」活動，每場服務居民至少 30 人。 

第二年 

工作事項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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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厝邊真愛秀：由本校學生規畫主持，與三芝區公所和公私立機構聯合辦理

「好厝邊行動」藝文聯展，並培訓志工進行三芝地區及校園環境導覽，為三

芝老中青居民及師生帶來健康活潑的新文化。 

（2） 好厝邊 line 群組：由學校發起網路 line 或 FB 群組，傳遞身心健康資訊。 

（3） 好厝邊到我家：由學校依據三芝人士的需要，在三芝區公所、里民活動中心、

教會或社區適當辦理健康諮詢與服務、演講、研習或展演等活動。 

（4） 好厝邊共學：由學校主動報導本校心諮中心及各單位所辦理之身心靈健康促

進、演講、研習、工作坊或展演等活動資訊，提供 10%以上名額給社區人士

到校園參加，以增進社區人士的健康。 

（5） 好厝邊享健康：結合三芝里長、教會活動，提供初步健康篩檢服務，如體位、

體脂測量、血壓、血糖、尿酸量測等篩檢，並依據結果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以提高三芝居民對自我健康狀況的覺知與早期預防行動。 

（6） 好厝邊活力動：結合學校舉辦之相關健康體位促進或健走活動，邀請三芝及

其鄰近北海岸居民共同參與，透過活動除讓居民了解身體健康相關知能與實

踐外，並可增加本校與在地的連結深度。 

查核點 

（1） 增進三芝人士與本校師生對社區生態及文化環境的認識與愛護，並廣為宣

傳。經由辦理 1 場馬偕校園及三芝社區導覽員訓練及 1 場親近自然踏青活動。 

（2） 活化好厝邊群組互動，平均每週傳遞一則身心健康資訊與三芝居民共享。 

（3） 拓展學校與社區部門之合作，運用三芝在地的會所，開創社區人士與本校師

生共學的機會。本年度辦理 2 場三芝社區身心健康活動，增進三芝居民身心

健康。活動後進行滿意度調查，預計滿意度達 70%以上，並依參與者回饋作

為之後規劃活動之建議及參考。 

（4） 三芝人士積極運用資源到本校參與學習，本年度開放 2 場身心健康研習，每

場開放 10%以上名額給社區人士。 

（5） 辦理至少 8 場「好厝邊享健康」活動，每場服務居民至少 30 人。 

（6） 本校辦理健康體位促進或健走活動時，校外鄰近居民至少 50 人次以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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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業進度、作業時程之甘梯圖 

工作項目 107 年 108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開課籌備、協調、

確認 

                        

傾聽老人說故事，

確立活動內容 

                        

聯結社區關鍵人士

形成共識 

                        

運動體適能實務操

作課程 

                        

多元評估量表課程                         

音律活化健康操課

程 

                        

師生實際至社區評

估長者 

                        

體適能運動、音律

活化健康操活動介

入 

                        

好厝邊活動規劃                         

好厝邊活動執行                         

淡水區活力秀表演                         

期中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伍、 推動目標 

本計畫的目標如下： 

一、 培養學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在地居民共同建造活躍老化的社區。 

  本校學生透過課程學習和實際與三芝在地居民接觸，讓學生融入當地居民生

活，傾聽民眾聲音並加強關懷別人的同理心及增強溝通能力，培養學生擁有積極的

社會責任感並形塑校園中為他人奉獻與在地關懷的風氣；同時透過本校教師帶領，

傳承個人與居民溝通之經驗與專業知識，並培養學生對活躍老化觀念的知識和認

同。 

二、 維護在地老人獨立、自主的健康生活，透過專業評估結果（功能體適能、多元 

評估量表），提出具體健康促進策略，包含促進健康體能、加強心理健康及社會參

與。 



10 

 

  功能體適能和多元評估量表為評估長者和失能、失智者的重要工具，使用專業

工具評估後，根據結果可全面性的瞭解長者的身心健康狀態，及體察其健康需求，

進而制訂運動和活動計畫，讓長者經由運動訓練與參加活動，促進身體機能、活化

心靈和增加社會連結。 

三、 促進全民健康，傳承及發揚馬偕精神。使學生瞭解醫療實務工作與生活，培育 

因應未來人口老化、社會變遷及國家發展的人才。 

  活躍老化為我國致力發展的國民健康政策，唯有國民身心健康，國家才能有續

發展，本計畫期結合本校及社區在地資源合作共同推展，訓練學生透過具實證的評

估方式，發現社區長者的健康問題，提早介入預防失能或失智的發生，以及延緩其

惡化，並讓長者願意走入社區與人群互動，提高自我認同，社區健康志工帶領者引

領更多老人參與社區健康活動，共同追求不失能、不憂鬱、快樂活躍的老年生活。 

陸、 具體策略作法 

一、 在地連結  

    此計畫將和三芝區里民中心、區公所、雙連安養中心和三芝教會等在地組織

和機構合作，增加本校師生和三芝在地的連結，培養學生親土愛鄉情操，與三芝

在地居民共同打造活躍老化的社區。 

二、 具體行動  

    本校大學部和長期照護研究所學生修畢運動體適能實務操作課程、多元量表

評估課程以及音律活化健康操課程後，至三芝社區和機構評估長者的功能體適能

和失能失智的狀況，並依據評估結果設計運動和活動計畫進行介入，促進居民的

身體健康，延緩失智失能的狀況；另外由本校心理諮商中心定期舉辦演講、研討

會和工作坊，鼓勵三芝居民參加，增加居民社會參與和人際互動交流的機會，並

透過創立本地 LINE 群組或是 Facebook 粉絲團，每周發布一則健康相關的議題供

民眾參考，達到健康醫療資訊和衛教傳遞的功能，全面地由身、心、社會、環境

層面，達到活躍老化的目的。 

三、 支援系統 

    此計畫由本校四個單位合力執行，包含長期照護研究所、全人教育中心、學

務處以及心理諮商中心，專業師資豐富，且本校與馬偕紀念醫院合作密切，醫院

可在需要時提供醫療專業協助，而本校長期照護研究所和音律活化健康操學會亦

合作密切，使預計開設的課程內容充實、富含專業度；在地的三芝教會和雙連安

養中心於本地耕耘數十年，熟悉三芝的在地文化和人民習性，可在學生修畢課程

後，實際運用於評估三芝地區居民的健康狀況時，提供極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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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計畫執行效益 

一、 長者健康樂活體適能計畫 

量化成效 

（1） 於校內開設運動體適能實務操作課程。 

（2） 透過發放問卷給學生與社區長者來檢視計畫目的是否達成（社區長者滿意

度超過 75 %，學生滿意度超過 75 %，培訓志工滿意度達 75%）。 

（3） 30 位以上社區長者參與體適能運動介入，參與運動的長者體適能表現增

加 5%。 

（4） 實地參與指導老人運動訓練課程的學生人數逐年增加 2 人。 

（5） 藉由「反思日誌」的方式，檢核學生的課程學習的成效。 

（6） 至少 10 位社區志工參與培訓課程。 

質化成效 

引進新的運動訓練方式及課程，讓學生依其醫護背景，指導老人及其家人

運動、照護其健康，並從指導中熟稔自己所學，增加人際溝通的經驗，社區志

工能夠體驗運動體適能的重要性。 

二、 三芝健康城計畫 

量化成效 

（1） 於校內開設多元量表評估課程以及音律活化健康操課程。 

（2） 透過結構式問卷分析學生與社區長者以檢視計畫目的是否達成（社區長者

滿意度超過 75 %，學生滿意度超過 75 %）。 

（3） 以多元評估量表評估 70 位社區長者，並依其評估結果協助規劃健康促進，

延緩失能及復健諮詢等策略，轉借協力夥伴後續照護。 

（4） 30 位以上社區長者參與音律活化健康操介入，參與運動的長者體適能表現

增加 5%，心理憂鬱表現改善 10%。 

質化成效 

    以長期照護研究所師生及音律活化健康操學會的專業知能為底，運用三芝

社區為基地，結合在地非營利組織共同攜手，提供社區長者專業指導、實證醫

療運動介入與居家環境安全改善等，促進長者身體機能、活化其心靈和增加社

會連結，促進社區健康志工帶領者引領更多老人參與社區健康活動，達到本校

回饋在地社區之目的。 

三、 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 

量化成效 

（1） 開放 2 場身心健康研習，每場開放 10%以上名額給社區人士。 

（2） 發放 100 份健康需求調查問卷，了解居民的需求，以規劃合適的身心健康

活動。 

（3） 辦理 2 場使用社交 APP 教學課程及課程後追蹤長者，了解長者後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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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 APP 的頻率及品質。 

（4） 設立「馬偕好厝邊」官方帳號，並成立 LINE 群組。 

（5） 辦理 1 場馬偕校園及三芝社區導覽員訓練及 1 場親近自然踏青活動。 

（6） 透過好厝邊群組互動，平均每週傳遞一則身心健康資訊與三芝居民共享。 

（7） 8 場次，每場次 30 人次（共 240 人次）以上居民參與「好厝邊享健康」。 

（8） 至少 50 人次以上的校外鄰近居民參加健走活動之「好厝邊活力動」。 

質化成效 

    使三芝社區居民透過研習、工作坊和網路社群，了解身心健康的知識以及

如何能早期發現健康上潛在的問題，並透過舉辦課程、踏青和健走活動，促進

居民和本校師生間的互動，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帶動學生參與及在地認同，

達到本校回饋在地社區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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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其他補充資料 

三芝健康城計畫〈音律活化健康操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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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心理諮商中心社區關懷活動照片〉 

 

長者健康樂活體適能計畫〈全人中心運動體適能實務操作課程照片〉 

 

營造馬偕好厝邊計畫〈衛保組中高齡者日

常生活習慣與健康情形調查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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