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承辦系所/中心名稱：體育學系 

報名/查詢專線電話：（04）2221-3108 轉 2071、2222  

上課地點（含地址）：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號) 

招生簡章及報名網址： 
http://icp.camel.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 

預計開課日期：104年 09月 21日 預計招收人數： 30 名 

預計報名截止日期：104年 09 月 20 日  

104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樂齡大學特色樂齡大學特色樂齡大學特色樂齡大學特色：：：：  

一、規劃理念及學校特色： 

近年來由於醫療科技逐漸進步，人類平均壽命逐年增加，人口老化的問題已

漸漸浮現。不只是世界各先進國家，台灣人口結構也有明顯高齡化社會的趨勢。

根據台灣內政部戶政司重要人口指標資料顯示，台灣老年人的人口總數已於 1993

年超過總人口 7%，進入高齡化社會。隨著老年化的社會，許多問題也隨之而起。

減緩老化或是在年齡增長時維持健康適能都是大家所熱烈關切討論的課題。而隨

著老化的進行，人體身理機能會隨之下降，許多退化性疾病或慢性病將隨之而

來。目前提倡的老年人健康促進是要促進身體功能、延緩疾病發生或惡化及緩和

心理調適問題，進而增加能獨立生活老年人的比例，及減少家庭與社會龐大的醫

療成本以及照護安養人力資源的支出。 

樂齡大學是提供老年人追求健康、獨立自主及終身快樂學習的最佳場所。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位於台中市中心，交通便利方便，更擁有運動專業及完善設

施，是一個相當適合老年人參與活動及學習的地點。學校週遭的一中商圈，更可

提供了樂齡課程外的休閒活動的場所。本校藉由本次申請補助樂齡大學的設置，

開放學校之豐富教學資源與高齡者共享，除可盡到大學院校服務社會之責任外，

並可增加高齡者與新世代大學生的互動，了解世代差異。藉由參與本校運動特色

的課程，除了增加社交活動機會、體能活動的參與，更可促進身體生理、心理及

社交上的健康。而老人體適能指導人才亦是體育系所發展方向之一，若本校成立



樂齡大學，將可使學生更了解高齡者的體能、生理與心理情形，有助於學生課程

上專業的學習。 

二、課程簡介說明： 

1.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介紹： 

科目名稱 時數 授課教師 課程內容 

健身太極 22.5 唐人屏 

1. 太極拳源流與演進 

2. 掄臂立圓 

3. 虛實互換 

4. 太極起式 

5. 太極拳拳論 

6. 點腿 

7. 綜合練習 

電腦與生活 22.5 

聶喬齡 
陳重佑 
戴偉勳 
游晴惠 

1. 電腦基礎操作 

2. 如何安全使用網路 

3. 旅遊資訊查詢 

4. 網路交通工具訂票使用 

5. 醫院門診查詢與網路掛號 

6. Line、FB網路社群使用 

老化與運動 36 
吳鴻文 
郭恬如 
吳予藍 

1. 高齡運動注意事項 

2. 如何預防運動傷害 

3. 高齡運動原則 

4. 高齡心肺運動介紹 

5. 高齡肌力訓練動作教學(彈力帶) 

6. 高齡伸展動作教學 

太鼓 45 
陳重佑 
羅兆渝 

1. 認識太鼓 
2. 音感與節奏的練習 
3. 基礎小品節奏練習 
4. 小品組合手式動作 
5. 太鼓曲目練習 
6. 大合奏曲目練習 

 

2.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表與教室：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30~10:00  
網路與生活 

101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 

健身太極 

新教學大樓新教學大樓新教學大樓新教學大樓 

籃球場籃球場籃球場籃球場 

太鼓 

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 1F 

老化與運動 

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太鼓 

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 1F 

10:10~11:40 
老化與運動 

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 - - - 

3.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介紹： 

科目名稱 時數 授課教師 課程內容 

花鼓 45 
陳重佑 
羅兆渝 

1. 節奏練習 

2. 協調訓練 

3. 單一鼓點練習 

4. 花式連鼓教學 

5. 綜合練習 

多媒體製作與

應用 
22.5 

蔣任翔 
陳重佑 
戴偉勳 
游晴惠 

1. 基礎 word操作 

2. 基礎 excel操作 

3. 照片編輯 

4. 圖像動態製作 

5. 音樂剪輯操作 

6. 影片製作 

樂齡活力運動 36 
吳鴻文 
郭恬如 
吳予藍 

1. 團體活力運動注意事項 

2. 運動與社交互動 

3. 團體樂齡運動 

(本課程設計依循美國 ACE 銀髮運動

內容，進行團體健康體適能運動，並

使用各種器材如彈力帶、啞鈴、槓鈴、

瑜珈棒、橡皮球…等道具增加課程樂

趣與多樣性，訓練銀髮族心肺耐力、

肌力與肌耐力、平衡、協調與柔軟度。) 

健身氣功 22.5 唐人屏 
1. 健康氣功的時代價值 

2. 調身、調心、調息 



3. 靜態功法 

4. 伸展與呼吸 

5. 前進、旋轉虛實互換 

6. 八卦桩 

7. 推手 

8. 綜合練習 

 

4.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訂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30~10:00  

多媒體製作 

與應用 

101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 

健身氣功 

新教學大樓新教學大樓新教學大樓新教學大樓 

籃球場籃球場籃球場籃球場 

花鼓 

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 1F 

樂齡活力

運動 

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花鼓 

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體操館 1F 

10:10~11:40 
樂齡活力運動 

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體育館 
- - - - 

三、特色課程說明： 

1. 老化與運動、樂齡活力運動： 

本課程設計依循美國 ACE銀髮運動內容，進行團體健康體適能運動，並

使用各種道具如彈力帶、啞鈴、槓鈴、瑜珈棒、橡皮球…等增加課程樂趣與

多樣性，此課程主要訓練銀髮族心肺耐力、肌力與肌耐力、平衡、協調與柔

軟度，藉由運動教練帶領銀髮族進行團體運動的方式進行，除了達到功能性

體適能運動的效果外也可增加學生與長輩的互動。 

2. 太鼓、花鼓： 

民俗運動為本校特色之一，體育系學生過去已參與及規劃「齊天大聖鬧

龍宮」的大型藝術表演活動，長輩可於樂齡大學課程中學習太鼓，課程外將

安排高齡者藉由參與社團活動練習，進行設計一特定主題表演活動，並於期



末於本校公開展演並開放長輩家屬及校內師生參觀。此主題活動課程設計及

安排，會增加本校國術及龍獅研習社與長輩互動的頻率與時間，及社團練習

活動的時數，增進世代間彼此的了解。 

3. 健身氣功、健身太極： 

民俗運動為銀髮族普遍的運動，亦為本校的特色運動之一，學期課程中

將由資歷深厚的唐人屏老師帶領校內民俗運動專長之學生進行氣功與太極教

學，銀髮族除了可以學到專業的氣功運動外也可以增加本校學生與長輩互動

的時間。 

四、報名辦法及時間： 

1. 報名截止日期：104年 09月 20日 

2. 報名辦法： 

(1). 現場報名： 

報名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 

電話：（04）2221-3108 轉 2071、2222 

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 號(行政大樓 3 樓) 

(2). 網路報名： 

請至本校網頁點選樂齡大學填寫報名資料

(http://www.ntupes.edu.tw/front/bin/home.phtml)或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

04-22255374，並請來電確認 04-22213108轉 2071、2222。 

五、繳費方式： 

1. 費用： 

(1). 每人每一學年 4000 元(包括所有體能活動課程使用之耗材及校外參訪門

票等費用)。 

(2). 亟需關懷之 55 歲以上國民可免費參加全程活動 (限五名)。 

2. 繳費方式： 

(1). 現場繳費： 



繳費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總務處 出納組 

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 號(行政大樓 2 樓) 

(2). ATM 轉帳：帳號 026-35-0000640 

(3). 銀行匯款： 

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台中分行 

帳號：026-35-0000640 

戶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401專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