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及師資人才推薦表【個別方案】 

1. 縣市別：新竹市 

2. 序號：CL-01-0490 

3. 研發單位：新竹市中醫師公會 

4. 方案名稱：學中醫補腦力─八段錦體操與穴位按摩 

5. 審查條件：【請勾選(可複選)】 

(推薦方案以同時符合 A 及 B各其至少 1項之條件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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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必填寫正確】 

1. 聯絡人：蘇佳玲 

2. 聯絡電話：03-5626120(上午 8-12AM) 

3. 電子郵件：hccma@mail2000.com.tw 

4. 聯絡地址：新竹市東區東南街 138之 1號 

5. 可提供服務縣市：□全國  ■新竹市 

方案綱要 

1. 方案類別：【請勾選(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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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勾選(可複選)】 

■衰弱老人 ■輕度失能 □中度失能 

■輕度失智 □中度失智 □其他：      

3. 方案時間：每期 12週，每週 1次，每次 2小時 

4. 方案目標： 

(1)預防及延緩失智/失能，認知功能促進。 

(2)強化四肢及軀幹的肌力、進而預防及延緩失能、預防跌倒。 

5. 方案簡介：(不超過 300字) 

(1)八段錦能強化筋骨、疏通經絡、緩解疲勞及筋骨痠痛，並可強

化四肢及軀幹的肌力、進而預防及延緩失能、預防跌倒。  

(2)以中醫理論為基礎的穴位按摩保健，可改善腦部循環，具促進

認知、健腦益智的功效。 

(3)每堂課程均由中醫師帶大家練功並講解動作要點。每堂課後段

還會加入相關的穴位按摩。 

 

 

 

 

 



方案內容 

週次 內容(請具體說明每次活動內容) 

第 1週 

主題： 

初次相見歡、八段錦源流介紹、功法示範 

執行內容： 

第一堂課前半段會先介紹八段錦的源流和好處。 

八段錦是從北宋流傳下來的養生功法，至今已流傳

八百餘年，一套完整之八段錦功操每次練習僅約十

餘分鐘。此功法簡單易學適合長者，而且已有國際

論文期刊證明其功效。此功法能夠針對性的暢通經

脈系統。 

講師將示範八段錦功操數遍請長者跟著練習而對功

操有個初步之印象。預估約練習二至三遍，持續約

三十分鐘。講師在第一堂課也將觀察是否有跌倒可

能性高之長者，適時給予協助並教授坐式八段錦。 

最後一小時將請長者填寫壓力知覺量表及 SARF-C 

問卷並量測小腿圍，前者評估其壓力憂鬱程度而後

者評估其肌少症之風險。 

第 2週 

主題： 

第一式雙手托天理三焦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示範第一式，並講解第一式的動作要點。 

第一式有通調三焦經脈的作用。接下來半小時除了

簡單介紹三焦經脈生理跟循行路線外，我們接著會

帶著長輩按壓學習兩個三焦經的穴位中渚、耳門。

中渚穴有開竅益聰的作用能治耳聾耳鳴等耳病，又

能治療頭痛目眩。耳門穴能治療耳聾、耳鳴等耳

病。 

現已有研究聽力喪失與失智症相關，了解三焦經並

按壓穴位長輩們更了解學習第一式益處、達到耳聰

目明並益智的效果。 

練習功操八段錦四至五遍持續五十分鐘。 

第 3週 

主題： 

第二式左右開弓似射鵰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介紹第二式的動作要點。 

這個動作可以增加下肢之平衡與動作協調性。 

課堂下段在練習五十分鐘功操過後，會讓長者學習

手太陰肺經經脈位置及功能。肺經經脈位於胸前由

手部拇指末端，『左右開弓』的手部動作可以疏通

肺經經脈，幫助肺發揮主氣、司呼吸之功能，改善

學習注意力增強腦力。並會介紹兩個肺經的重要穴



位尺澤、孔最，並讓長者在穴位局部練習按法跟揉

法。 

第 4週 

主題： 

第三式調理脾胃雙舉臂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上課前半小時將講解第三式並分段示範。 

第三式強調手部動作需循足陽明胃經往上移動，進

而達到調理脾胃的功效。《黃帝內經》有言「脾氣

虛則四肢不用。」練習此功法改善四肢肢體之氣血

循環，幫助長者預防衰弱。 

緊接是練習八段錦功操五至六遍，約五十分鐘。 

課堂結束前半小時課堂重點著重穴位按摩。胃經經

脈由頭面循行至足次趾，胃經經氣旺盛可以幫助消

化吸收功能健全，即「胃主受納」功能。將介紹胃

經足三里穴和豐隆穴的位置及功能。 

第 5週 

主題： 

第四式五勞七傷向後瞧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首先分段講解第四式並練習約半小時。 

《黃經內經》"腎藏志"。意指腎氣充盛、命門元氣

佳者記憶力較佳。此功法可以透過強壯命門中之先

天元氣，疏通十二經脈及奇經八脈之氣。能幫助長

者增強記憶力、補腦力。 

練習八段錦功操五十分鐘。 

最後半小時介紹任脈與督脈的功能，並介紹與丹田

有關之命門穴與氣海穴，帶領長者練習按摩。 

第 6週 

主題： 

第五式搖頭擺尾去心火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講述第五式的細部動作並練習半小時。 

《素問‧靈蘭秘典論》：「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

焉。」在中醫理論中認為思考、情緒及記憶等功能

正常有賴於心主神明的功能正常。在先秦道家思想

重視節制過多聲色慾望以達到涵養心中之精氣，使

心主神明之功能自然發揮。練習第五式動作能清降

心火而達到安神益智的作用。 

練習八段錦全段功操四至五遍約五十分鐘。 

 

最後半小時講解心經的功能，介紹並按摩神門穴、

少府穴。神門穴能治療心悸、失眠及健忘等腦神經

系統疾病，有鎮靜安神的作用。少府穴能治療心煩



胸滿、胸悶少氣及心悸等心神不定的症狀，有寧心

調神的作用。 

第 7週 

主題： 

第六式兩手攀足固腎腰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講述第六式細部動作約三十分鐘。 

練習八段錦全段功操四至五遍共五十分鐘。 

第六式動作中的撐腰仰體動作可引氣入腎。《素

問‧骨空論》”督脈者，貫脊屬腎，入絡腦。”意

指腎氣強健者，腦部的生理功能運作正常。《本草

綱目‧辛夷》：「腦為元神之府，而鼻為命門之

竅。」中醫對腦部負責神智和思維的功能很早就有

敘述。研究也顯示補腎方劑六味地黃丸能夠幫助失

智症患者增強記憶力。 

最後半小時講解腎經的功能，並介紹復溜穴、照海

穴的主治與按摩方式。復溜穴滋腎祛溼能夠治療善

怒多言與疲倦虛勞。照海穴能夠治療失眠、精神緊

張憂慮，有通經安神的作用。 

第 8週 

主題： 

第七式攢拳怒目增氣力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課堂開頭分段示範第七式，全體練習約三十分鐘。 

練習八段錦功操四至五遍約五十分鐘。 

第七式下肢呈馬部姿勢能鍛鍊長者大腿、小腿之肌

力，呼應本課程延緩失能之目標。此動作亦能訓練

腰部之肌力。明代御醫徐春甫說「腰者，腎之府，

轉搖不能，腎將憊矣。」意指可從腰部的強壯程度

觀察腎精、腎氣的功能。《黃帝內經》「足少陰令人

腰痛引脊內廉。」表示訓練腰部可以預防腎氣不足

產生的腰痛。而在上一式中已說明腎氣腎精與腦竅

生理功能的關係，即《內經》所提：「腎主骨，骨

生髓，髓入於腦。」練習此動作可以同時不僅提升

腰部下肢肌耐力又能改善腦竅所主管的情志、思緒

的功能。 

最後半小時將講解足太陽膀胱經的功能位置及介紹

其上治療腰痛的要穴腎俞、大腸俞並教授按摩。腎

俞穴是背俞之一，腎氣由此轉送到背部，能滋腎

陰、利腰和強健腦髓，主治腰背痛。大腸俞穴能強

壯腰膝，常跟腎俞穴搭配使用治療腰痛、坐骨神經

痛。 

第 9週 主題： 



第八式背後七顛百病消細部講解、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第八式動作緩和，練習此式能放鬆肌肉及腦部神經

系統，有安定情緒的功效。此式亦強調提缸、頭向

上沿頭頂百會穴延伸，可以發揮醒腦的功能。百會

穴臨床上可與四神聰穴來治療失智症，有安定心

神、增強腦部活化的功效。 

分段講解示範約半小時後，將練習八段錦功操約五

十分鐘。 

課程結束前半小時會帶領長者按壓百會穴與四神聰

穴位。百會穴能健腦開竅、寧心安神，可以治療心

煩、驚悸、頭痛及中風等症候。四神聰穴能治療中

風、頭痛眩暈等症，有通經活絡、提升肢體活動功

能之療效。 

第 10週 

主題： 

期末發表比賽準備練習一、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上課開頭宣傳第十二周之八段錦比賽及蹲馬步比賽

內容，說明接下來兩周課程是針對功操作更細部的

調整，並以鼓勵的方式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致。 

課堂繼續練習九至十次的第一至四式功操練習，增

強他們對各動作間的連接，持續約五十分鐘。 

接下來有蹲馬步的練習約十分鐘，講解膝蓋及腰跨

動作的細節也說明第十二周的比賽規則。 

最後二十至三十分鐘將複習並操作與第一至四式有

關的四個穴位按摩：耳門、尺澤、足三里及命門

穴。 

第 11週 

主題： 

成果發表比賽準備練習二、穴位按摩 

執行內容： 

課堂繼續練習九至十次的第五至八式功操練習，增

強他們對各動作的印象與連貫，持續約五十分鐘。 

與上堂課相同，在說明蹲馬步的細節後請長者自我

挑戰蹲馬步一次持續之時間。  

課程結束前半小時將複習並操作與第五至八式有關

的四個穴位按摩：神門、復溜、腎俞及百會穴。並

鼓勵他們最後一堂課務必出席。 

第 12週 

主題： 

期末成果發表比賽、心得分享、大合照 

執行內容： 

課堂開頭將示範練習八段錦兩遍，讓比賽前能回復



記憶。 

接著進入第一階段：比賽八段錦。講師會將長者分

兩組，並抽籤請每組的二至四人(依上課參與人數

調整)上來表演全段八段錦。分組競賽若能夠獨立

完成全段者，將為該組獲得一分，得分最多組獲

勝。若有中斷者超過兩次者，個人不計分。 

第二階段的比賽我們長者比賽全組蹲馬步的時間。

整組總合時間最多者，該組勝出。 

最後一小時填寫壓力知覺量表及 SARF-C 問卷並量

測小腿圍，並將結果告訴講者。 

最後為了鼓勵所有學員的努力，將拍大合照送給大

家。 
 

師資人才 

推薦 

(一)專業師資 

1.資格定義：具備中醫師資格及八段錦等相關教學經驗者。 

2.培訓及認證機制：具備中醫師資格且完成師資培訓專業課程者。 

3.師資名單： 

姓名 現職 

(職業狀況) 

專長 服務經歷 

黃科峯 新竹市中醫

師公會理事

長 

科理中醫診

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癌症、

一般復建、扭

挫傷、中風治

療 

新竹市公會太極拳八錦

鍛課程教學發起人 

李如英 中醫師公會

全聯會理事 

新竹市中醫

師公會常務

監事 

李如英中醫

診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體質調

整、痛經、不

孕症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國立清華大學兼任教師 

錢昱融 李如英中醫

診所醫師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傷科疾

病、過敏性鼻

炎、睡眠障礙 

新竹市校園護鼻操推廣

演講者 

新竹婦女大學中醫養生

學演講者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沈蘊之 國軍新竹醫

院中醫科醫

師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內科.

皮膚科.婦科.

兒科.過敏.失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癌末

病房照護、居家安寧照

護中醫總醫師 

新竹市校園護鼻操推廣



眠.頻尿.中

風.癌症.產後

調理.體質調

整 

演講者 

新竹市社大中醫養生學

講師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李珮彤 華陽中醫診

所中醫師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內科疾

患、小兒過

敏、婦科調理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新竹市校園護鼻操推廣

演講者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二)指導員(主要帶領者) 

1.資格定義：具備中醫師、護理師或其他醫事人員資格。 

2.培訓及認證機制：中醫師資格且參與指導員培訓專業課程者，中

醫師證書或執業執照且完成師資培訓專業課程。 

3.師資名單：  

姓名 現職 

(職業狀況) 

專長 服務經歷 

陳彥吉 陳彥吉中醫

診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內科診

斷、鼻過敏、

腎臟病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王姬方 常榮中醫診

所 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腦血管

疾病、心肺功

能障礙、甲狀

腺功能障礙治

療 

清大中醫社指導老師 

前安太中醫診所院長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翟慎言 一品堂中醫

診所新竹分

院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挫傷、

五十肩、坐骨

神經痛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義診

及中醫藥活動小組召集

人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陳俊麟 陳俊麟中醫

診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內科疾

病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理事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江正旭 仁愛中醫診

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內科疾

病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理事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謝中興 晉業中醫診

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內婦兒

科.皮膚科疾

病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常務

理事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孫祿騏 常春診所院

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男科疾

病、傷科疾病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常務

理事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謝欣燕 華陽中醫診

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內科疾

病、體質調理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理事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林奇琛 丞太中醫診

所院長 

預防失智延緩

失能、傷科疾

病、疑難雜症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常務

理事 

太極拳八段錦課程參與 

 

(三)協助員(協同帶領者) 

1.資格定義：具備護士資格、護理師資格 

2.培訓及認證機制：醫事人員證書或執業執照。 

3.師資名單： 

姓名 現職 

(職業狀況) 

專長 服務經歷 

蘇佳玲 科理中醫診

所護士 

新竹市中醫

師公會會務 

老人福利工作 

社區工作 

新竹市社區培力育成中

心 社工員 

天主教長安老人養護中

心 居家督導員/社工員 

失智症老人守護講師 

訓練 

長照 Level 1-II共同

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