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及師資人才地方政府自行推薦表【個別方案】
縣市別：新竹縣政府
序號：10
研發單位：天主教仁慈醫院
方案名稱：非藥物治療延緩失智-頭腦體操班
審查條件：
□A1-已發表於國外具審查制度之期刊
■B1-具已完成培訓之師資人才
□A2-已發表於國內具審查制度之期刊
■B2-具社區實際運作經驗
■A3-曾公開發表
1. 聯絡人：張淨雅
2. 聯絡電話：03-5993500*2224
3. 電子郵件：101118@mercy.org.tw
4. 聯絡地址：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 29 號 2 樓
5. 可提供服務縣市：■全國：需事先申請，配合講師之時間進行規劃 □
1. 方案類別：
□肌力強化運動 □生活功能重建訓練 ■社會參與
□口腔保健
□膳食營養
■認知促進
□音樂
□美術
□其他：
2. 方案對象：
■衰弱老人
■輕度失能
□中度失能
■輕度失智
■中度失智
□其他：
方 3. 方案時間：每期 12 週，每週 1 次，每次 2 小時
案 4. 方案目標：
綱
(1) 維持專注力
要
(2) 維持動作技能
(3) 刺激認知與感覺統合
(4) 促進社交互動
(5) 運用數學
(6) 數字、歸類、判斷等認知功能訓練
(7) 增加成員人際互動
5. 方案簡介：藉由小遊戲融入數學運算等認之概念，引導成員進行活動內容，從
中得到成就感，並可融入人群中，藉由身心靈滿足可延緩生理及心理的退化
週
內容(請具體說明每次活動內容)
次
1.
2.
3.
4.
5.

方
案
內
容

相見歡
1. 簡介 12 週活動內容，並進行前測
第 2. 相見歡互動小遊戲
3. 簽署同意書(影像同意書、作品同意書等)
1 相見歡-老歌大風吹：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上肢、各關節以
週 及下肢的簡易運動，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度。於運動過程
中邀請成員回想運動內容，並邀請成員示範運動帶領其他成員共同運動，刺激成員思
考並增進社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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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歌大風吹：(70 分鐘)
1. 帶領者提供刺蝟球，邀請成員以各種方式(揉、捏、壓等)感受，並分享刺蝟球之
功能；同時撥放老歌及邀請成員進行亨唱分享引導至今日遊戲方式
2. 帶領者簡述活動內容:邀請成員進行傳球遊戲，傳球中會進行歌曲逼放(鄧麗君懷舊
老歌)，邀請成員一心兩用需注意歌曲隨時會停止播放；當歌曲停止播放時手中握
有刺蝟球之成員，成為主角需抽出簽桶中之引導牌；並回答問題(姓名、年紀、與
誰同住、工作)與成員分享
回饋與分享：(20 分鐘)
1. 活動回顧:邀請成員分享今日活動內容(從進入活動空間智活動進行之內容。)及感
受，鼓勵成員分享並給與支持與回饋
2. 感謝成員參與，並提示下次活動時間
相見歡 2-接龍丟丟樂：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部、上肢、各關
節以及下肢的簡易運動，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度。邀請成
員進行剪刀、石頭、布遊戲，藉由遊戲互動刺激成員思考並邀請成員示範運動帶領其
他成員共同運動，刺激成員思考並增進社交互動。
接龍丟丟樂：(60 分鐘)
1. 帶領者提供不同形狀之捲筒，請成員討論可做為甚麼功能、遊戲，刺激成員思維
並鼓勵成員分享，增加互動與表達功能
2. 帶領者提供 A4 紙一張，邀請成員以搓、揉等方式，邀請成員將其變成紙團
3. 帶領者說明遊戲進行方式(請成員進行傳球遊戲，以手上之紙筒進行傳球；需注意
不能讓球落地，落地者即算失敗；需以手上之紙團投入帶領者事先準備之紙筒，
並完成指定動作；例:說出姓名、糖果一顆、唱一首歌等)並進行示範，以此方式進
行遊戲，直至每人皆有進行投擲與分享
活動分享：(30 分鐘)
1. 邀請成員回顧今日遊戲進行分享，鼓勵發言並給予回饋
2. 感謝成員參與並提醒下次活動時間
畫圖拼拼樂暖身(30 分鐘)：帶領者以示範方式帶領成員由頭至腳進行肢體運動，透過
簡易肢體動作增加成員身體的活動度，活動中並邀請成員回想活動內容並提供肢體動
作方法，刺激成員思維與互動
畫圖拼拼樂：(60 分鐘)
1. 帶領者提供拼圖 5 張與圖畫紙一張，與拼圖完成版
2. 說明活動方式(請成員進行分組；兩人一組請成員完成拼圖，依指定數字進行著
色:1.紅色 2.綠色 3.咖啡色)
回饋：(30 分鐘)
1. 邀請成員分享自己的完成品，成果為何物、創作時之感受、團隊互助時的心情、
作品完成後的心情等
2. 感謝成員參與，提醒下次活動時間並鼓勵成員持續參加
戳戳樂：
1. 帶領者以輕鬆話語歡迎成員到來，以自己與家人的互動遊戲與成員分享並邀請成
員共同分享生活故事或是小遊戲；藉此與成員拉近距離增加互動並做為今日活動
主題之關聯引導
2. 帶領者示範簡易肢體運動，包含頭部、四肢伸展並邀請成員共同提供伸展操之動
作，刺激成員思維及互動
戳戳樂遊戲進行：(70 分鐘)
1. 帶領者與成員討論小時後的遊戲、年節的活動等，邀請成員分享及討論相同的遊
戲與年節活動等，是否大家的經歷與做法相同，藉此引發成員興趣並做為今日活
動之引導
2. 說明遊戲進行方式:帶領者提供骰子與自製戳戳樂箱子(表面為多種數字 0 至 9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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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減數字，皆不超過 9。內含圖片、小獎品、地名等)，請成員骰動骰子後算
出自己的點數後對應表面上之數字選擇一個位置；將其戳破拿出裡面之物品進行
分享(例:地名新竹可分享聯想到的東西；新竹有一個好吃的小吃『肉圓』)
回饋與分享：(20 分鐘)
1. 回顧:邀請成員分享今日活動內容(從進入活動智活動進行之內容。)及感受，鼓勵
成員分享並支持與回饋
2. 感謝成員參與，並提示下次活動時間
抽鬼牌遊戲暖身(30 分鐘)：帶領者以示範方式帶領成員由頭至腳進行肢體運動，透過
簡易肢體動作增加成員身體的活動度，活動中並邀請成員回想活動內容並提供肢體動
作方法，刺激成員思維與互動
數字遊戲：(60 分鐘)
1. 帶領者提供撲克牌(加大版)，請成員分享是否玩過？跟平常接觸過的撲克牌是否
有不同？可如何進行遊戲等，邀請成員分享鼓勵發言。
2. 說明活動方式(抽鬼牌，事先抽出 Q、K 留下 J，避免混淆)
(1) 首先依序將牌分至每人手中，直至發完為止
(2) 將手中牌，找出數字(兩張)相同者抽離手中放置桌面
(3) 抽離完成後，手上還會有剩牌，依順序抽身邊夥伴牌，對應手中牌是否有成
對，發現有成對者再將之抽離，優先將手中牌完成配對者為優勝，最終會剩
下一人留有鬼牌者，即為今日大王需協助下一輪遊戲發牌
回饋：(30 分鐘)
1. 邀請成員回顧今日活動內容，分享遊戲時之心情與感受，及回憶誰獲勝最多等，
鼓勵成員發言分享
2. 感謝成員參與，提醒下次活動時間並鼓勵成員持續參加
指頭神功-彈珠樂：帶領者示範簡易頭至腳肢體運動，透過運動增加成員身體的活動
度，運動過程中加入刺蝟球邀請成員傳球增加互動並邀請分享刺蝟球的運動，請成員
提供想法及遊戲進行，藉以刺激成員思維與提高活動參與度。
指頭神功-彈珠樂：(70 分鐘)
1. 帶領者邀請成員分享自己的童玩記憶，做為今日活動之引導，邀請成員分享
2. 帶領者事先準備彈珠，請成員以視覺、觸感分享是否與自己玩過的有所不同、可
如何進行遊戲，鼓勵成員分享。
3. 帶領者說明遊戲進行方式(以數條毛邊串連成山洞形成陣營，於陣營中擺放一堆彈
珠，請成員手拿一顆彈珠；以彈的方式將彈珠彈出陣營，計算彈出陣營之彈珠數
量並進行統計)
4. 活動結束後請成員計算總數並選出彈珠王，邀請成員給予掌聲鼓勵
團體回顧：(20 分鐘)
1. 邀請成員回顧今日活動內容，鼓勵發言：從到達活動場地、活動內容等，都可分
享
2. 感謝成員參加，提醒下次活動時間；鼓勵成員持續參加
我是高爾夫選手：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部、上肢、各關節以
及下肢的簡易運動，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度。於運動過程
中邀請成員回想運動內容，並邀請成員示範運動帶領其他成員共同運動，刺激成員思
考並增進社交互動
高爾夫球活動：(70 分鐘)
1. 帶領者提供高爾夫球與一般塑膠球請成員以各種方式感受(抓、揉、壓、丟等)並
分享兩者是否有不同？不同之處在哪？給予刺激及增加發言
2. 提供成員每人五顆高爾夫球及塑膠球，請成員分別嘗試滾動不同材質(高爾夫球、
塑膠球)，並分享感覺(哪種球好投、滾動的速度、摸起來的感覺等)
3. 提供高爾球推杆及 5 顆塑膠球、5 顆高爾夫球予成員並說明活動內容：準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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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分別寫上 5 分、10 分、15 分，將球平放於地板，使用推杆將球打進紙箱
內，擊球結束後，請成員將紙箱內之球取出，計算得分並自行統計，活動結束後
帶領者協助計算總分，邀請得分最高者成為今日球王，邀請其他成員給予掌聲鼓
勵
回顧：(20 分鐘)
1. 邀請成員回顧今日活動內容、分享感受，鼓勵成員發言並給予正向回饋
2. 感謝成員參與，提醒下次活動時間，鼓勵持續參與
暖身(50 分鐘)：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部、上肢、各關節以及
下肢的簡易運動，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度。於運動過程中
邀請成員回想運動內容，並邀請成員示範運動帶領其他成員共同運動，刺激成員思考
並增進社交互動
今日暖身加入球類運動作為引導，提供小球請成員以下半身肢體進行踢球，每人皆為
守門員；需注意不能讓球離開群組之圓圈，小球遊戲後延伸至大球，請成員可用手拍
或是下半身肢體操作大球，藉以聯結今日之活動及伸展肢體
運球組合遊戲：(50 分鐘)
1. 帶領者先以示範方式講解遊戲方式(成員分成兩組；以抽籤方式分組，並派出代表
選球，每組有一顆大球，於目的地有一張花朵之圖形，請成員需帶著自己組別之
大球至目的地後，將球置於旁邊後選擇自己喜愛的色紙，撕下一塊(依自己喜歡選
擇大小與顏色)貼於花朵圖形內，先黏貼完成者為優勝組，邀請每組成員交接棒時
需擊掌做交接
2. 拼圖完成後，邀請優勝組起身接受掌聲鼓勵
回顧與分享：(20 分鐘)
1. 邀請成員回顧今日活動內容，並分享活動之感受(難易度、趣味、完成之圖形為何
物等)，鼓勵成員發言並給予正向回饋
2. 感謝成員參與，提醒下次活動時間；鼓勵持續參與
踢踢樂暖身(30 分鐘)：帶領者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部、上
肢、各關節以及下肢的簡易運動，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
度。於運動過程中邀請成員回想運動內容，並邀請成員示範運動帶領其他成員共同運
動，刺激成員思考並增進社交互動。
踢踢樂遊戲進行：(70 分鐘)
1. 帶領者提供室內拖邀請成員分享:拖鞋的功能、有穿過帶領者提供之拖鞋？請成員
分享討論
2. 帶領者示範遊戲方式並進行說明:請成員坐在椅子上，需注意安全，穿上拖鞋，運
用下肢功能將拖鞋以踢的方式；踢進事先準備好之箱子(箱子上方註明分數)，每
人十支鞋子，踢完後邀請成員計算自己得分，並進行紀錄
3. 活動結束，邀請成員從計分板上尋找今日之踢踢王，並給予掌聲鼓勵
回顧：(20 分鐘)
1. 邀請成回顧今日活動內容，並進行分享
2. 感謝成員參與，提醒下次活動時間；鼓勵持續參與
點點連連看暖身(30 分鐘)：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部、上肢、
各關節以及下肢的簡易運動，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度。今
日活動加入打氣球活動，增加成員活動興趣，過程並邀請成員回想運動內容，並邀請
成員示範運動帶領其他成員共同運動，刺激成員思考並增進社交互動
點線連連看：(60 分鐘)
1. 帶領者邀請成員分享生活中是否有由點點串成之物品或是圖畫、是否有做畫經
驗、家中小孩於學校中美勞作品是否會回家分享等，邀請成分享鼓勵發言
2. 帶領者提供上週活動照片，邀請成員欣賞並引導成員回顧活動內容
3. 帶領者提供上週活動成品，請成員回顧上週活動內容與創作之作品

提供未完成之點線圖，邀請成員創作並說明創作方式(圖畫中有 1-16 之數字，依
數字順序進行串連，並進行著色)，邀請成員進行創作
回顧與分享：(30 分鐘)
1. 邀請成員分享今日作品與活動心情分享，鼓勵成員分享並給予讚美與支持，增加
成員自信與活動參與率
2. 感謝成員參與，提醒下次活動時間；鼓勵成員持續參加
竹竿舞同樂會暖身(40 分鐘)：帶領者以生活中小故事與成員做分享(家中小孩回家分享
音樂課之故事)，並鼓勵成員分享家中愉悅之事項、對音樂的感受、喜歡的樂曲、是否
有跳舞的經驗？藉以鼓勵成員發言增加語言刺激與互動。活動中並播放原住民歌曲邀
請聽音樂與分享，做為今日主題之引導
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部、上肢、各關節以及下肢的簡易運動
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度。於活動中加入鈴鼓、響板等樂
器，邀請成員共同感受原住民舞曲，並請成員釋放身體感受隨音樂擺動身體，邀請成
員共舞，藉由舞曲、樂器、共舞等，給予成員感官刺激及身體的活動度協助延緩退化
竹竿舞同樂會：(60 分鐘)
1. 帶領者與成員分享竹竿舞，並邀請成員共同歡唱捕魚歌，藉由補漁歌進行竹竿舞
背景音樂
2. 帶領者簡述活動內容:請志工協助為竹竿舞之掌竿者，請成員依指令進行竹竿舞之
互動(1 點 2 點 3 離開 4 點 5 點 6 離開 7 點 8 點 9 離開)，藉由指令之記憶給予成員
刺激
3. 邀請成員進行竹竿舞互動，第一輪由帶領者帶領成員進行互動，第二輪由成員自
行跳竹竿舞
回顧：(20 分鐘)
1. 邀請成員回顧今日活動內容並分享心情，鼓勵成員發言並給予讚美與正向回饋
2. 感謝成員參與並提醒下次活動時間，鼓勵成員持續參加
青菜同樂會暖身(30 分鐘)：帶領者以動作示範帶領成員肢體活動，包含手部、上肢、
各關節以及下肢的簡易運動，透過身體的簡易運動讓成員可以增加身體的活動度。於
運動過程中邀請成員回想運動內容，並邀請成員示範運動帶領其他成員共同運動，刺
激成員思考並增進社交互動
青菜你我他：(90 分鐘)
1. 帶領者邀請成員分享家中是否有煮菜、種菜經驗，以此做聯結
2. 提供青菜大張圖卡、A4 紙張(印製青菜大張圖卡中圖像數個)
3. 以大張圖卡先邀請成員分享圖卡內容為何物(香蕉、小白菜、絲瓜、小黃瓜、地瓜
葉)與食用方法等，再請成員找出 A4 紙中是否有此物並計算數量後與大家分享，
是否每個人都有此物？數量相等？
4. 香蕉、小白菜、絲瓜、小黃瓜等找完後，請成員尋找是否有地瓜葉，成員紛紛表
示沒有時，拿出事先準備好之地瓜葉，告訴成員:地瓜葉在此，宣告今日為第十二
次團體，即將結束此次頭腦體操班活動，要與成員一起辦理小型同樂會，請成員
一起協助今日餐點準備『地瓜葉料理』
5. 邀請成員共同清潔地瓜葉，準備至一段落後邀請成員成為今日主廚川燙地瓜葉，
大家一起享用美食
6. 於享用美食時邀請成員進行回顧與分享今日活動，並告知今日為最後一次團體；
感謝成員十二堂課的陪伴
7. 進行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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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一、 專業師資
資 1. 資格定義：以下需具備一項以上資格
人
(1) 學歷:大學以上學歷(專科學歷需備十年以上相關經歷)
才
(2) 具長照服務三年以上資歷完成長照 leven1 受訓

推
(3) 有照服員受訓證書或曾受過相關團體帶領訓練(需提供證明)
薦 2. 培訓及認證機制：參與天主教仁慈醫院辦理之非藥物活動訓練課程 14 小時
以上及取得培訓證書(照)
3. 師資名單：
姓名 現職
專長
服務經歷
張達人

天主教仁慈醫院院長

 重大精神病之診療(焦慮
症、憂鬱症、等)
 個別及團體心理治療
 精神醫療政策
 醫院管理

劉益宏

天主教仁慈醫院副院長

 家庭醫學
 社區醫學
 公共衛生
 流行病學一般內科疾病
 各種慢性病預防及保健
 老年人疾病
 職業病診療
 身心症狀、全家人的疾病與
保健
 MBSR 團體治療

林明德

天主教仁慈醫院醫務部高
專

 預防醫學
 醫務管理
 企業管理及健保業務管理
 社區長照管理
 長照計畫書撰寫
 長照跨專業整合管理

張淨雅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
心組長

戴秋美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
心個管師

許瑞敏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
心職能治療師

 社區老人銀髮族活動設計
 老人心理評估
 失智症非藥物
 活動設計規劃
 長照管理師
 社工領域
 社區老人銀髮族活動設計
 老人心理評估
 失智症非藥物活動設計規劃
 護理專業
 社區職能治療
 感覺統合治療
 生理職能治療
 副木與輔具製作
 失智症活動設計與帶領
 身心障礙鑑定(ICF)
 居家環境評估
 失智症非藥物治療活動設計
與帶領

 臺灣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監事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
事、理事長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事、理
事長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玉里醫
院、嘉南療養院院長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
學部兼任主治醫師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工業衛生
與職業醫學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助理教授
 天主教輔仁大學助理教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科兼仼主治醫
師
 耕莘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正念中心正
念減壓師資培育完訓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醫管師
 國防部軍醫局高司參謀
 國軍花蓮總醫院組長、主任
 國軍岡山醫院首席
 國軍桃園總醫院主任
 李綜合醫院主任
 壢新醫院企劃處課長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會工作室社工
員
 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失智症
專案社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組長
/社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個管師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新
竹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管師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據點
個管師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職能
治療師

二、 指導員(主要帶領者)
1. 資格定義：專科以上學歷並有一年長照實務經驗，相關帶領經驗 50 小時以
上

2. 培訓及認證機制：參與天主教仁慈醫院辦理之非藥物活動訓練課程 14 小時
以上及取得培訓證書(照)
3. 師資名單：
姓名 現職
專長
服務經歷
邱育玲

林上菁

陳俊宏
張慧鈴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
中心個管師/社工
 長照 2.0-B 級複合型中
心個管師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
中心職能治療師
 長照 2.0-B 級複合型中
心個管師
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社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
心-新竹縣失智共同照護
中心個管師助理

 失智症非藥物活動設計規劃
 社工專長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個管師
/社工

 社區老人銀髮族活動設計
 失智症非藥物活動設計規劃
 職能專業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職能
治療師
 長照 2.0-B 級複合型中心個管師

 失智症非藥物活動設計規劃
 社工專長

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社工

 失智症非藥物活動設計規劃
 社區老人銀髮族活動設計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長
照樂樂智社區服務據點個管師助理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新
竹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管師助理

三、 協助員(協同帶領者)
1. 資格定義：有一年以上長照實務經驗並曾有相關活動帶領經驗
2. 培訓及認證機制：參與天主教仁慈醫院辦理之非藥物活動訓練課程 14 小時
以上及取得培訓證書(照)
3. 師資名單：
姓名 現職
專長
服務經歷
張國輝

吳瑞櫻
梁玉瑞
胡愛銖
費佩玲
曾裕如

 保險業務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
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新竹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管
師助理

 保險專業
 失智長者陪伴暨活動帶領

南山人壽欣豐通訊處主任

失智長者陪伴暨活動帶領
失智長者陪伴暨活動帶領
失智長者陪伴暨活動帶領
失智長者陪伴暨活動帶領
失智長者陪伴暨活動規劃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社區據點志工
天主教仁慈醫院失智症中心-新
竹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管師
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