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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行目的為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校內增購智慧型阻力訓練系統，前往芬蘭原廠與健身中心
進行研習，深化學習該阻力訓練系統之硬體調整與軟體操作以及如何擬訂運動訓練計畫的模
板，同時也與研究與教育訓練部門負責人討論未來資料結合運用以及相關研究共同合作之可
行性。此外也進行多處與職業健康及高齡運動照護相關機構之參訪，參訪內容提供不同服務
模式之發想。研習成果可做為未來校內開設微型課程與健身俱樂部人員之教育訓練與運動訓
練課程研發之教材內容。因目前系統內的測驗參考資料以歐洲為主要資料收集範圍，對於平
衡測驗以及等長肌力測驗內建資料的信效度檢驗是未來可以發展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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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此行目的為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校內增購智慧型阻力訓練系統，前往芬蘭原廠與健身中心
進行研習，深化學習該阻力訓練系統之硬體調整與軟體操作以及如何擬訂運動訓練計畫的模
版，同時也與研究與教育訓練部門負責人討論未來資料結合運用以及相關研究共同合作之可
行性。此外也進行多處與職業健康及高齡運動照護相關機構之參訪，參訪內容提供不同服務
模式之發想。研習成果可做為未來校內開設微型課程與健身俱樂部人員之教育訓練與運動訓
練課程研發之教材內容。

二、過程
(一) 出國期間行程
日期

星期

地

點

行 程 內 容

8/1

三

8/2

四

科科拉－奧魯

8/3

五

奧魯

參訪職業研究所與中高齡相關機構

8/4

六

奧魯

參訪全齡多功能訓練場

8/5

日

奧魯－科科拉

8/6

一

科科拉

HUR 公司與 Actilife Medical Fitness Center 參訪
及討論

8/7

二

科科拉

一日往返于韋斯屈萊大學參訪

8/8

三

科科拉

於 Actilife Medical Fitness Center 研習

8/9

四

科科拉

參訪及於 Actilife Medical Fitness Center 研習

8/10

五

科科拉

於 Actilife Medical Fitness Center 研習

8/11

六

科科拉

當地參訪

8/12

日

科科拉－赫爾辛基

返程

8/13

一

赫爾辛基－香港
－臺灣桃園

返程

臺灣桃園－香港－芬蘭
啟程，經由轉機抵達科科拉，熟悉環境
赫爾辛基－科科拉
協助海外實習學生確認住宿後前往奧魯

回到科科拉及訪視學生住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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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工健康相關機構參訪
1. Finnish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本機構位於奧魯 (Oulu)，是專門研究職工相關健康議題的機構，總共員工人數有500人
分佈在幾大城市中，奧魯當地大約有30人，經費來源有三分之一來自於政府補助，其餘則必
須自籌，因此除了相關研究之外，也有接受企業委託辦理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其中也提供遠
距教學的服務。機構中有2至3名全職醫師診療勞工健康問題，實驗室設備也針對職工的特殊
需求而設計，例如有進行職業裝備服裝的測試，可由人穿載裝備沉於水中數小時以檢驗其防
水與保溫程度及人體溫度 測量肛溫) 的變化。為因應芬蘭當地較冷的氣侯，設置有環境溫
度控制的水池和實驗室，冷實驗室的溫度可設定從攝式-20度至+65度，目前對於冷環境工作
的界限是攝式10度，所以Dr. Satu Mänttäri也特別讓我們體驗一下攝式10度的感覺，此外也有
風洞實驗室可模擬戶外工作的場景，最高風速可達每秒10公尺。生理實驗室中有大型跑步
機，最高速每小時達24公里，可進行滑雪或騎自行車的活動測驗。肌肉疲勞程度相關分析有
Myotone可測量肌肉張力與僵硬程度，在研究中曾用來測量消防員持續工作後握力的恢復，
結果發現在高度使用的握力活動之後，握力要20小時才能恢復，另外也有肌肉超音波可分析
肌纖維型態的變化。機構內實驗設備中的攝氧量是採用Schiller系統，Magstim則可測量神經
肌肉系統的功能。
2. Verve Rehabilitation Center
此為專門提供從業人員復健訓練的機構，如中風或受傷者，服務對象年齡層從 15 至 65
歲，每年約有 6000 人次，此外也有提供失能者的醫學復健，內容包含工作能力評估與工作
諮商，從求職 (getting)，任職 (staying)，復職 (coming back) 皆包含在內。從業人員肌肉能力
不足和憂鬱症狀況是很常見的，Staying people at work 是機構的目標，服務內容包含工作復健
評估、心智失能學生或年輕人復健、以及促進職能的復健。採用策略有評估重新就業的可
能、擬定計畫進行、評估工作的能力、於實際工作場域進行的復健、及增加被聘用能力的復
健協助服務對象重拾工作能力。服務年齡層相當廣，工作復健課程從 18 至 60 歲皆可參與。
(三) 長期照顧相關機構參訪
1. Caritas Rehabilitation
為 1998 年開始設立之非政府機構，主要以服務老人和失能者為主，目前全芬蘭的員工
人數為 450 人，去年 2017 年共舉辦了 1800 項活動，顯示該組織非常的活躍。奧魯本地的機
構聘有 9 位 PT 和一位 OT，可進行骨骼肌神經髖關節等各項的復健訓練，髖關節手術後的患
者可在此住幾天之後再回家，公費並可提供 5 至 10 次的 PT 居家訪視。復健課程有團體也有
個人的課程，機構內設有游泳池跟三溫暖，住民可自行付費接受其他的增值服務，健身房跟
游泳池皆有月費或次數卡的使用方式，有特殊需求的使用者，如背部、頸部、髖關節、或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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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問題和心臟問題的，須在 PT 陪同下才能使用。機構內的志工可提供健身房使用管理，
手工藝課程，查詢，以及戶外活動等協助，也提供幫手可協助居家服務的部分如健康餐食清
潔牧歌，每個月辦理講座由醫師、PT、或護士等專家，針對住民、志工和員工進行教育訓
練。
2. Folkhalsan
於 1921 創立，由非營利組織負責營運，以社會企業的經營理念運作，永遠往前 2 步
(Two steps ahead) 是他們的哲學，因此許多的設計與服務都相當創新。基於科科拉特殊的地
理位置與人口比例，此機構以服務瑞典人為主，在全芬蘭有 2000 員工，服務的對象從老到
小，從健康到殘障非常的多元，聘有 PT 與 OT 提供不同類型對象的服務，如老人，養護需
求者，及失能者，此外也為公司提供雇員的訓練。游泳池水溫設在攝式 32 度也是以復健而
考量服務對象的特殊需求，旁邊設有失能者更衣室，男女皆可進入以符合不同照顧者的需
求。因位於郊區，有更寬闊的戶外空間，甚至可以到湖邊進行活動，戶外有森林與適合高齡
者的遊戲區，室內健身房的器材擺得特別靠近，也是主要考慮到一些行動不便者比較容易移
動。參觀時經理拿出最受高齡者歡迎的器材竟然就是來自臺灣廠牌的 VR 搭配 Republic of
game 主機進行的虛擬實境遊戲，看到臺灣的產品可以受到外國人的肯定真的感到與有榮
焉。另外為符合社區各方面的需求也有辦理兒童夏令營，參觀當日正好有一小群兒童在機構
參加 2 天 1 夜的活動，都是家有身障兄弟姊妹的兒童，主要是考量他們平時在家可能因父
母較花心思照顧身障兄弟姊妹而易受忽略，因此特別為他們辦理過夜活動提供不同的體驗，
由此可見 Two steps ahead 真的要有先知灼見的英明才行。在從此機構返回市區的途中，順道
去參訪了 24/7 健身房，採用客戶自我服務模式，用門卡可自由進出進行運動，同時也提供
紙巾讓會員自行清潔訓練器械，因此收費相對較為親民，月費 為 39.9 歐元，雖然健身房空
間不大，但經營者指出約需 200 人才能達到收支平衡。
(四) 于韋斯屈萊大學參訪
雖然參訪于韋斯屈萊大學的行程並不在原先的規劃中，但因為 HUR 執行長在確認 Dr.
Sarianna Sipilä 的時間可以配合之後極力推薦我們前往，而且還親自幫我們訂了巴士車票，讓
我們充份體驗到公司平頭式管理的哲學。于韋斯屈萊距離科科拉近 250 公里，單程行車時間
近 4 個小時，採用一日來回的方式的確是體力與精神的極大考驗，但是參訪的過程著實有很
深的感想與收穫。大學內的研究設備相當完備，有 DXA、Inbody720、leg press power test 和自
行設計的等長肌力測驗設備等，而且也有血液生化分析實驗室可自行完成各項分析。高齡者
的測驗項目部份是以測力墊測下蹲跳爆發力、6 分鐘走和用光閘測 10 公尺走路速度，測驗
項目與本校研究團隊差異不大，採用光閘測走路速度是目前我們比較沒有採用的作法，主要
是受限於儀器的取得，另外最特別的是因為 Dr. Sipilä 進行中的研究是探討運動介入如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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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認知的訓練是否對高齡者的認知功能有不同的成效，所以設置了可以進行工作執行能力
訓練的電腦軟體做為介入的工具，配合大腦神經滋養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以及其他血液生化分析來研究認
知功能訓練成效與機轉。此項研究進行為期 1 年的介入以及 1 年的後續追蹤，兩組的研究對
象各有 155 位，是頗具規模的研究，運動介入部份也相當特別，每週 1 次 HUR 系統進行阻
力訓練，同時進行彈力帶動作教學確保研究對象正確的操作，此外要求研究對象每週要有 1
次走路運動以及 2 次居家運動，如此的設計也是為了因應為數眾多的研究對象，類似的概念
可做為未來在執行研究設計時的參考。認知訓練的部份每人每次約 18 至 22 分鐘不同難度的
Stroop 測驗，視執行速度與正確性而定，可在居家進行訓練或到大學來進行小團體的訓練。
此外在討論中得知也有進行 Master athlete 的相關研究，也是本校目前比較沒有接觸的領域，
未來在提供不同客群的訓練課程時也不失為另一項值得研究的議題。
(五) 智慧型阻力訓練系統研習
在進行研習之前先至 HUR 公司參訪，執行長 Dr. Mats Manderbacka 再次分享強調在地老
化 (ageing in place) 以及 Outcome based care 的概念，認為醫療照顧費用的給付，應以治療後
的成效來決定而非介入的次數。之後與公司人員討論了解阻力訓練系統目前世界各國的分佈
與現況，研究與教育部門的負責人 Dr. Arto Hautala介紹了目前主要的研究課題、HUR 網頁中
的教育訓練資源以及相關研究統整文獻可提供下載等，為後續進行相關研討時提供豐富的素
材。此外也有提供研究補助經費，可用來折扺購置器材設備時的金額。在問及身體活動量的
監測時討論到，目前系統可以介接資料的是 Fitbit 運動手環的資料，臺灣與運動穿戴裝置品
牌 Garmin 則是仍在洽談中。
此次海外研習主要的據點是在 Actilife Medical Fitness Center，為 HUR 公司直營的旗鑑
店，當中的阻力訓練器材相當齊全，包含現有所有的 10 種器械，且是裝載最新型的面板與
軟體，一方面營運，另一方面也做為公司研發新型軟硬體的實務試驗場域，當中也有滑輪訓
練和平衡訓練設備，對於學習 HUR 全系統來說是相當理想的地點。此外有氧器材種類也相
當多元，除了沒有跑步機之外，其他主要有氧器材都有，之所以不擺放用跑步機主要是考量
使用者的安全，避免中高齡者在使用時受傷，另外也由於執行長認為跑步機上的動作模式與
真正的跑步動作有所差異，因此不建議中高齡者以跑步機進行運動。本中心內有多功能教
室，提供不同類型的團體課程，甚至連空中瑜珈課程也有，另一空間則設計為女士專用
(Actilife Lady) 以符合不同課群的需求。本中心的營運方式最特別的是採用無人式管理，從
早上 6 點到晚上 10 點的開放時間內，除了特定族群之外，只要持有會員卡的會員皆可自由
進入使用，因為本中心也有進行心肺復健的會員，所以此類會員是無法自由進出的，必須在
物理治療師約定的時間前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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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阻力訓練系統的使用學習方面，雖然之前在臺灣也曾上過教育訓練，但是並沒有實際
的操作，這次的研習是由中心內的物理治療師 Nyyti 先行解說軟體的基本架構與介面，之後
再由學習者利用 RFID 卡片先自行建立新會員資料，選擇訓練模板，並實際操作各項訓練設
備進行體驗，另一天則在徵求新會員的同意之後，在進行新會員器材指導教學以及等長肌力
測驗時由研習者觀摩進行的內容與方式。測驗的順序是先測身體組成，接著是平衡測驗，測
驗時赤足站在硬表面先測完後再加軟墊，建議測驗時螢幕在受測者側面以避免干擾。平衡測
完後以 3 至 5RM 為目標範圍進行之最大肌力的測驗，只要動作完成次數在 10 次之內都算完
成，最後是測等長肌力，測 2-3 次，測驗動作以 Chest press 和 Leg press 來分別評估上半身與
下半身的肌力。在此特別思考到系統內建的常模對於臺灣民眾的適用性，因為平衡系統內的
受測者多來自芬蘭本地高齡者，對於亞洲人的信效度是有研究空間的，另外等長肌力的測驗
也是可能會有同樣的問題，有待本校系統建置完成後可以進行後續的探討。
之後 Nyyti 另外安排一天專門針對平衡系統的測驗與訓練之運用進行學習。HUR 系統的
使用者分為 3 個層級：管理者、指導者、以及課程教練，必須在加入新人員時即選擇層級類
別，管理者擁有最高權限，建議只建置一位以維持系統的穩定性。訓練模板 (template) 必須
由和中心自行建立，可根據不同會員的需求建立基本的阻力訓練模式，如果有徒手訓練的項
目則可以在 Free training 中建入。另一項概念 (concept) 的部份則是為特定病症設定的訓練內
容以符合特殊族群的特性。輸出報表可依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以及不同器材的選項來產
生報表，另外也可分析會員使用狀況與人數分析，提供經營者充足的資料來評估營運狀況。

三、心得及建議
雖然是第 2 次來到芬蘭，但因此次行程的安排比較有主題式，觀察的層面也比較深入，
芬蘭因為人口只有 550 萬左右，因此對於人力資源的培養與運用非常重視，從參訪的職工健
康研究所以及復健中心可以得知其對於提供優質的職業工作環境與完備的支撐體系有相當的
配套措施，在高齡化社會來臨導致青壯年從業人口可能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做為未來政策擬
訂之參考。照護機構提供的服務對象與內容可以有更多的延伸，除了高齡者或失能者本身之
外，其照顧者與家人都是可以提供服務的對象，此有賴於經營者除了設身處地的同理服務對
象的需求之外，更能考量其對周圍親人可能形成的影響，才能搶得先機早先提供潛在未見的
創新服務模式。可能是因為同為大學與研究機構，于韋斯屈萊大學的參訪雖然來去匆匆，但
是所見所學提供未來在進行運動介入成效研究時很好的參照，也令人非常期待進行中的研究
成果，不同專業的結合顯然已成為未來進行研究議題發想時必須要思考的方向。至於智慧型
阻力訓練系統的研習，對於其訓練與測驗方式有了近距離的觀察與接觸，但是因為訓練模板
必須自行建立，因此本校新設置的系統務必要盡速進行訓練課程模組的研議，對於平衡測驗
以及等長肌力測驗內建資料的信效度檢驗也是未來可以發展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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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相關照片

職業健康研究所過去研究圖示

攝影機架在螢幕上可進行遠距教學

三溫暖特殊座椅設計增加清潔便利性

參訪人員與照護機構主管合影

完善的設施在戶外也可進行體能訓練

于韋斯屈萊大學參訪與 Dr. Sipilä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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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相關照片

溫度控制室內有跑步機可進行運動/勞動研究

溫馨的中庭是養護機構內很受歡迎的空間

Actilife Medical Fitness Center 有全系列的設備

深入研究 Smart touch 系統是此行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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