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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理論=>成功老化 

老化理論 

避免疾病 

促進參與 

人際關係 

成功老化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fq5AAN-LUb-xmM&tbnid=K9ff1UdMcs7AgM:&ved=0CAUQjRw&url=http%3A%2F%2Fnpost.tw%2Farchives%2Ftag%2F%25E8%2580%2581%25E4%25BA%25BA%25E7%2585%25A7%25E8%25AD%25B7&ei=y-93U5S3EISrkgXTkoHwAQ&psig=AFQjCNHIZJU1QN5xuyJOXWoRFwVroYogPQ&ust=1400455420714284


生理老化  

先天遺傳基因論 

後天結構損傷論 

外在生理的改變 

皮膚、臉部的皺紋增加。 

骨骼的功能退化、關節疼痛。 

肌肉減少、鬆弛、甚而產生萎縮等。 



生理老化  

 內在生理的改變 

 心血管等循環系統的退化、硬化，造成高血壓
的症候群。 

 呼吸系統退化，形成肺部疾病及呼吸道症候群。 

 免疫系統功能下降，或產生自體免疫系統疾病。 

 內分泌系統的改變，體內荷爾蒙分泌減少或停
止分泌，造成老化的現象明顯。 

 生殖系統的改變，特別是女性更年期更加明顯。 

 泌尿系統的改變，造成頻尿及尿失禁的現象，
進而影響睡眠品質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意願。     



生理老化  

感官方面的改變 

視覺的改變是明顯的，包括瞳孔的反應能
力變差、水晶體逐漸混濁、視力及視野退
化等。 

聽覺上的改變，就是不同程度的聽力障礙，
造成重聽。 

其他嗅覺、味覺、和觸覺的改變，就是功
能退化、遲鈍的現象。 



生理老化理論 

先天遺傳基因之理論取向 
基因遺傳理論 
細胞分裂理論 
免疫系統理論 
新陳代謝理論 
後天結構損傷之理論取向 
耗損理論 
交錯結理論 
損傷修補理論 
自由基理論 



心理老化  

注意力與記憶能力的改變 

自尊心強，學習信心低 

重視獨立與自主的需求 

強調統整生命經驗的過程  



社會老化  

角色的變化 

人際關係的改變 

參與教育學習的經驗 
  



社會老化理論  

撤退理論 

活動理論 

角色理論 

連續理論  







身體改變=>避免疾病 

皮膚、臉部的皺紋增加 

骨骼的功能退化、關節疼痛 

肌肉減少、鬆弛、甚而產生萎縮 



身體改變=>避免疾病 

心血管等循環系統的退化、硬化，造
成高血壓的症候群 

呼吸系統退化，形成肺部疾病及呼吸
道症候群 

免疫系統功能下降，或產生自體免疫
系統疾病 



身體改變=>避免疾病 

內分泌系統的改變，體內荷爾蒙分泌
減少或停止分泌，造成老化的現象明
顯 

生殖系統的改變，特別是女性更年期
更加明顯 

泌尿系統的改變，造成頻尿及尿失禁
的現象，進而影響睡眠品質和參與社
會活動的意願     



身體改變=>避免疾病 

內外系統交互作用 

運動覺及平衡感的改變 

功能退化、遲鈍的現象 

反應的連結問題 

動作的協調問題 



因應改變=>學習健康  

在地化的環境 

平常心的互動 

適度增加練習 

增加反應時間 

依自己速度參與 



只有你能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健康的食品及正確的飲食習慣 

持續的運動、練氣功、走路、騎
自行車 

居住環境:  安全、安心、安定 

每年体檢，有病求醫，尋求專業
的諮詢與建議 

樂觀的態度，知足常樂 
 



飲食安排的基本原則 

 注意熱量的攝取，維持標準体重為原則 

 多樣化原則，不偏食、不暴飲暴食 

 食物調理以清淡及易消化為宜 

 避免刺激性食物及鹽份太高的食物 

 避免純糖及甜食和空熱量的垃圾食品 

 多吃蔬菜、水果和纖維質的食物 

 適量補充水分注意飲食氣氛 

 忌菸，酒適量 



養成健康生活的習慣 
 1.每天服用三百毫克維他命Ｃ，多活五年半 
 2.將膽固醇維持在二百以下，最好的情況可以

多活四年 
 3.每天消耗多出的三百卡洛里，可以多活二至

三年 
 4每周要固定跟好友至少聚會一次 
 5.每周跑四趟兩英里的路，可以多活八年半

（運動約二十分鐘） 
 6.定期檢查你的結腸（約五年作一次乙狀結腸

鏡檢查或數位結腸檢查） 
 7.治好胃潰瘍可多活二年 
 8.買一隻狗陪你優閒散步，可多活五年 



養成健康生活的習慣 

 9.一周吃肉品不超過三次，以豆類代之，可多
活九年 

 10.多作愛，較少死於心臟病發 

 11.一周上兩次教堂，多活七年至十四年 

 12.不抽煙，多活五年 

 13.強烈的好奇心，多問問題，可以增壽五年 

 14.少打大哥大，每通話一分鐘，壽命減短四十
五秒 

 15.可以搬到鄉下住，可多活一到八個月 

 16.多吃高纖食物，在未來二十年的致死率可以
減少百分之十三。 



要活就要動=>促進參與 

人不是因為老了，所以不能玩樂；而
是因為沒有玩樂，所以變老了。 

人不是因為老了，所以不能學習；而
是因為沒有學習，所以變老了。 

人不是因為老了，所以不能活動；而
是因為沒有活動，所以變老了。 



1. 

2. 

3. 

4. 

終身學習 

健康快樂 

自主尊嚴 

社會參與 

終身學習=>社會參與 



動動腦五星級 

 超高度用腦：下棋、演奏樂器、藝術創作、
旅行、作木工等 

 高度用腦：打麻將、插花、照相、收集書畫、
園藝、打球、飼養寵物等 

 中等用腦：看電影、看比賽、觀光旅遊、看
書報雜誌、聊天等 

 普通用腦：看電視、打掃、釣魚、聽音樂等 

 少用腦：退化、休息、睡覺等（宮本忠雄） 

 



 身心互動=>適應發展 

平均壽命：八十以上 

生活期待 

適應良好 

生活健康愉快 

順利老化 

耕一畝福田，享無盡歡樂   



身心互動=>自我實現 

沒有最好的，適合自己最重要 

感到快樂與滿意，做想做的事 

社會服務 

創造性技巧 

增強自尊 

自我實現 



身心互動=>人際關係 

興趣嗜好、朋友圈 

培養興趣、小團體聚會 

家庭夫婦的生活中心 

確認各項準備工作 

運動、活動目標 

有意義的快樂人生 



成功老化=>好好活著 有你真好  

老年生活的把握 

身心理、社會的發展 

生活中學習，學習成長調適 

整體社會進步更上層樓 

一切向前看…好好活著 



好好活著  

 大熱天，禪院裡的花被曬萎了。  
「天哪，快澆點水吧！」  
小和尚喊著 , 接著去 提了桶水來。  
 
「別急！」老和尚說：「現在 

    太陽大，一冷一熱，非死不可， 
   等晚一點再澆。」  

 
 
 



好好活著 

傍晚，那盆花已經成了「霉乾菜」
的樣子  
「不早澆……」小和尚咕咕噥噥地
說：  
「一定已經死透了，怎麼澆也活不
了了。」  
「少囉嗦！澆！」老和尚指示。  
 



好好活著  

 水澆下去，沒多久，已經垂下去的花，  
居然全站了起來，而且生意盎然。  
 
「天哪！」小和尚喊：「它們可真厲害，  
憋在那兒，撐著不死。」  
 
「胡說！」老和尚糾正：「不是撐著不死，
是好好活著」  
 
 
 



好好活著  

 「這有什麼不同呢？」小和尚低著頭。  
 
「當然不同。」老和尚拍拍小和尚：「我問你，
我今年八十多了，我是撐著不死，還是好好活
著？」 

  
晚課完了，老和尚把小和尚叫到面前問：  
「怎麼樣？想通了嗎？」  
 
「沒有。」小和尚還低著頭。  
 
 



好好活著  

 老和尚敲了小和尚一下：「笨哪！一天到
晚怕死的人，是撐著不死；每天都向前看
的人，是好好活著。」  
 
「得一天壽命，就要好好過一天。  
那些活著的時候天天為了怕死而拜佛燒香，  
希望死後能成佛的，絕對成不了佛。」  
 



注意三個半分鐘  

 很多人白天好好的，說晚上死了，  
有人說，昨天我還見過他，怎麼就死了呢？  
原因是，他夜晚下床上廁所太快了，突然一起
床，腦缺血、、、  
 
那麼科學家怎麼提出三個半分鐘呢？  
因為我們在遙控心電圖監測時，發現好多人白
天心電圖正常，突然晚上老是心肌缺血，提前
收縮，是什麼道理呢？  
因為，他突然一起床，一下子血壓低了，腦缺
血心臟停跳了。  



實踐三個半分鐘  

 科學家就提出了三個半分鐘 ，  
醒過來不要馬上起床，在床上躺半分鐘；  
坐起來後又坐半分鐘；  
兩條腿垂在床沿又等半分鐘。  

 經過這三個半分鐘，不花一分錢，  
腦不會缺血，心臟不會驟停，減少了很多不必
要的瘁死（突然死亡），  
不必要的心肌梗塞，不必要的腦中風。  



千金難買早知道  

 洪紹光有一次介紹這項要訣，有位老人大哭，
問他："你哭什麼呢？ "  
他哭得非常傷心地說：  
"唉，我就是兩年前夜晚上廁所，  
上得快了一點、上得猛了一點，頭暈，  
結果呢，第二天半身不遂，整整在床上躺了八
個月，背上長起了褥瘡。  
我早聽這節課，就不致於半身不遂了，  
早知道三個半分鐘，我哪至於受八個月的苦。"  
 



還有三個半小時  

 三個半小時，就是早上起來運動半個小時   

 打打太極拳、跑跑步，但不超過三公里，或者
進行其他運動，但要因人而異，運動適量。  

 其次，中午睡半小時，這是生物時鐘需要，中
午睡上半小時，下午上班，精力特別充沛。老
年人更需要補充睡眠。因晚上老人睡得早，起
得早，中午非常需要休息。  

 三是晚上6至7時慢步行走半小時，可減少心肌
梗塞、高血壓發病率。 













加強人際對話精神 

人與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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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新的挑戰 

永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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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面對高齡老化，亟待解決方案 

 善用高齡學習，達到成功老化 

 避免疾病  促進參與  發展人際關係 

 現在我們如何對長輩，就是未來自己得到的對
待，個人一生自立自助，政府建立制度架構，
以及社區大家庭的共同互助邁向高齡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