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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高年級要上肌力課?

為什麼高年級長輩更需要定期的肌力訓練？

記者：〝阿北，都火燒厝了，你為甚麼不願意走？〞

阿北：〝我為甚麼不願意走？我雙腳都麻痺了，是要怎麼走？〞

大家對這支訴求改善血液循環藥品的廣告影片是否印象深刻，記憶猶新？

你知道嗎？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除了末梢血循環問題會造成行動不便，「肌力」不足也有可能

使人舉步維艱。

有個真實案例，一位老奶奶上完廁所無法自行站起來，只能一直坐在馬桶上等家人回來「救」她

起身。「肌力」顧名思義就是「肌肉的力氣」，生活中上床下床、坐下站立、乃至簡單的喝水吃

飯都需要「肌肉的力氣」，看不到卻又時時都要使用，這樣大家明白「肌力」的重要性了嗎？

研究指出，成年人在40歲以後，肌肉質量平均每十年減少8%，大腿肌肉力量，則是每十年

下降10~15%，在缺乏訓練的情況下，肌肉隨著時間逐年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小心的

一次跌倒都可能導致行動不便，影響生活品質。

還好，人體唯一可以透過鍛鍊而改變的就是肌肉，透過定期的肌力訓練，可以幫助長輩們

變得更強壯、更健康，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根據國民健康署統計，長輩跌倒的致死率僅次於交通事故，所以國民健康署提出的「防跌三部

曲」首部曲就是建議大家要規律運動，定期進行加強下肢肌力、身體柔軟度和平衡的運動。

Tips：別小看跌倒！

Q
A

肌力課程對高年級長輩會不會有受傷的風險？

在合理的課程安排和明確的動作指令與不危害健康的次數下，長輩受傷的風險及程度，

將遠遠低於日常生活中因肌力不足所遭遇的危險，所以及早開始肌力訓練才是高年級長

輩最佳的避險選擇。

Q
A

肌力課程對慢性病人有哪些好處及幫助呢？

大多數的慢性病都可以因為肌力訓練獲得好處，肌力訓練可以增加血流、降低安靜心律

、提升肌肉量、增加代謝率、增加骨密度，對於常見的高血壓、骨質疏鬆、肌少症⋯⋯

等慢性病都有很多好處。

另外肌力訓練可以維持生活品質、降低依賴，每次訓練後分泌的腦內啡更可以讓心情愉

悅，這些都可以降低長輩對於逐漸變老的恐慌及焦慮。

Q
A

大概幾歲開始做訓練比較適合？

最適合開始的訓練時間就是「現在」。

訓練是需要時間以及頻率才能堆疊出效果的，只要開始永遠不嫌晚，只要堅持繼續，假

以時日，一定可以驚艷自己身體的改變！

曾任中華民國傘兵、台大羽球隊肌力與體能教練、KAT合作教練。

通過美國國家肌力與體能協會-私人教練、肌力與體能專家考試認證。

目前進修過KAT進階阻力、呼吸優化、脊柱力學、疼痛科學、矯正性運動

...等研習，並每年持續進修。

Q
A

肌力課程跟一般的健身或與公園散步、太極拳、廣場舞有什麼不同？

我們通常將會將身體目前的基本能力做簡單的分級，來決定訓練的階段性目的，而高年

級肌力課程，會更偏向「建立身體能力」以應付生活上的使用及傷害的預防。

肌力課程和公園散步、太極拳、廣場舞這些運動比較起來，不是單純的動一動身體來增

加活動量而已，會更有目的性的「訓練」身體。例如：彎腰駝背長久姿勢不良造成高年

級長輩經年久月的腰酸背痛，我在課程中教大家做的 「彈力帶划船」可以訓鍊背部肌

肉而使身體前後側的張力獲得平衡；「站姿聳肩」的訓練則能從肩膀聳肩然後放鬆的重

複動作下降肩頸肌肉的緊繃感。

Q
A

講師簡介: 楊詔閔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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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 綜合所得稅

　　為協助臺商因應全球經濟與租稅環境變遷，並引

導境外資金回流投資我國產業及挹注金融市場，我國

自108年8月15日施行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

例（以下簡稱資金專法）。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

事業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

獲配投資收益且匯回者，得選擇適用資金專法，在核

准期限內將資金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依規定管理運用，

109年8月15日至110年8月14日按優惠稅率10%課稅，

免依一般所得稅制課徵所得稅或基本稅額。

自109年7月1日起提供「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訊查

詢服務（如存款、基金、信用卡債、貸款、證券、

基金等），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全功能櫃台辦理。

贈與不動產利用地方稅網路線上申報契稅或土地增

值稅，利用「地方稅網路申報匯出贈與檔案功能」

，即可將申報資料銜接至「贈與稅網路申報程式」

完成贈與稅網路申報。

民眾贈與符合規定之財產，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

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不再受戶籍所

在地限制，申報贈與稅案件將更省時方便。

為提升民眾兌獎便利性及落實雲端發票從開立至兌獎全程無紙化，財政部自108年1月1日起推

動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措施，新增網路APP兌獎服務，並改由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第

一銀行、彰化銀行、全國農業金庫、農(漁)會信用部、信用合作社、四大超商、全聯、美廉

社承作兌獎業務；兌獎據點高達13,000多，方便兌領獎。
　　　

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系統，可協助匯集以手機條碼、悠遊卡、一卡通、icash及信用卡等

載具儲存雲端發票，進行發票管理及掌握消費資訊，提供24小時兌領獎服務，不受代發獎金

單位營業時間限制，確保領獎權利。
　　　

消費發票存載具，額外雲端發票專屬獎，提高中獎小確幸！
　　　

兌獎若有疑義，請洽客服專線：4128282。

「全國繳費網」APP自108年6月3日增加「國庫款項費用」選項，即日起繳款人可於行動裝置開啟該APP，以「台灣PAY」

行動金融卡繳納國庫款(含捐款國庫)。
　　　

國稅局不會以ATM轉帳方式通知退稅，多加利用轉帳退稅，以維護自身財產安全。
　　　

廉政反貪一起來，建設國家好未來，廉政專線0800-286586。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上路，納稅者救濟更有保障。
　　　

提醒營業人依法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並依標價收取價款，不可另行要求買受人額外支付營業稅款，以避免因短漏開統一

發票而受罰。
　　　

網路銷售業者請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如有短漏開情事，只要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

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可免除逃漏稅之處罰。
　　　

成為特定營業人好處：增加營收、提高曝光度、創造服務差異化。
　　　

自109年9月16日起四大超商代收稅款限額提高為每筆新臺幣3萬元，並開放使用「實體信用卡」「行動支付」及「電子

票證」等非現金支付工具繳納稅款。

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

其　他
掃描APP立即下載

android ios

以上宣導事項，如有疑義，可撥打國稅局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00321，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廣告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 稅務小叮嚀

境外資金匯回專法優惠稅率倒數計時！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東山稽徵所 稅務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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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稽徵所 稅務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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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五上午

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由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社會參與加上貢獻服務等全方位課程

開啟您全面的學習引擎～學習中心以『健康樂齡』為主軸，

讓55＋的您在輕鬆的課程互動中更年輕有活力～保持最佳學習力及腦力！

請加入學習中心相關網路好友以獲得更多不同的學習資訊及每次最新的報名課程。

歡迎來電洽詢：04-22468211
上班時間：08:30∼17:30；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上班。

臉書搜尋：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官方Line ID：@492cqtql

迎向55+更精彩富饒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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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於大臺中后里及外埔區交界處，並處最高河階面上的「星月大地景觀休閒園區」，面苗栗及西

部沿海方向，不必登高，即可一覽遠處火炎山、鐵砧山、臺灣海峽及大安濱海之山海空一線美景。 
從傳統鋼鐵行業跨界餐飲、觀光旅宿業，從一間景觀咖啡廳蛻變為一座景觀休閒園區，星月大地董事長

陳文河表示，2012年開業至今，無論環境、政策及園區的發展如何調整，唯一不變的，是那顆喜於「分
享」的初心。 

　　以「放鬆情緒的靜謐音節，遊覽四季之國的旅途歡愉」為宗旨，與所有遠道而來的朋友們分享春夏

秋冬不同氣候、景色的瞬息萬變；在園區，清新早晨有壯麗山景，傍晚落日餘暉之際有夏季限定的火燒

雲夕陽、夜幕來臨，更有以山下萬家燈火及滿天點點繁星的百萬夜景，雨天可遇不可求如仙境般的漫漫

雲海，以及園區內充滿濃厚南洋、日式風味的異國庭園造景，每看一眼、每走一步都是美麗新世界。 

　　「用愛家人的心做料理」，以私廚水準、顛覆大家對景觀餐廳提供的餐飲品質，園區除了早期營業

的套餐（火鍋、定食、義大利麵）、招牌蜜糖吐司外，也打造了中部唯一以大片落地窗設計的景觀宴會

館，提供各式宴席、單點熱炒服務，同時設立景觀烤肉區，讓大家可以活動、烤肉之餘，左擁美食、右

抱這片美景。 

　　與此同時，星月大地獲臺中市藝術亮點殊榮，與國內知名藝術家合作，除提供素材舞台，讓創作者

駐旅發揮，也力邀藝術創作裝置入園展出，目前正在園區展出的作品有國內雕刻藝術大師張家銘，於星

月大地駐旅創作之石雕作品《豬是大吉》、線性雕塑藝術大師任大賢《動物世界》主題內的部分藝術裝

置，以及新生代藝術家李承亮《月球太空計劃》帶表作「時光旅行艙」。

270度無敵美景，讓您將台中后里區最迷人最獨特的景色通通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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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段旅程不再只是經過」，除了美景、美食及藝術裝置，園區結合在地風

情、人文及農產，挑戰花果入菜宴席、研發紓壓花湯，與在地共好、與大家共

享，為每段旅程留下更深刻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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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泡泡球和可愛的恐龍，很開心可以來參加

也可以和小朋友有互動，老師很有耐心。(好幸福．楊婷婷)

一家人一起做活動，感覺愉悅。(其他團體．曾文淇)

幸福館－泡泡球鑰匙圈
2020/07/18

謝謝，享受一個愉悅的父親節午後。(一畝田．蕭明東)

享受一個與家人共渡的輕鬆午後，

很高興大毅提供這個平台。(大毅梅川．施貿騰)

真的很幸福，感謝。(其他團體．詹媛琇)

謝謝志工的協助，讓我有更好、更舒適的學習體驗環境，

也謝謝講師的用心。(樂河市．高姿妤)

幸福館－品味生活-威士忌講座
2020/08/08

輕輕鬆鬆，精油放鬆，像極了愛情！（狄斯耐．陳惠珍）

這一季的熱暑氣，就用這組〝身心放鬆〞來舒緩吧！（大毅奇美．何莉莉）

謝謝大毅提供的活動。（大毅榮耀．蔡晨暄）

好涼、好棒的痠痛按摩油，謝謝大毅舉辦這個活動。（其他團體．蕭靜麗）

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手作身心放鬆組，十分療癒。（台中公園．張聖梅）

很多體驗、學習的活動課程，豐富生活。（其他團體．張成儀）

很棒的體驗，親子同樂，很實用喔！（台中公園．曾旭玟）

能參與活動覺得很幸運，因為真的很難報名，每次都候補。（大毅梅川．黃若芳）

幸福館－身心放鬆體驗組
2020/08/01

謝謝老師和志工。（其他圖體．謝芷宜）

很溫馨的教學，謝謝老師和主辦的人。（其他圖體．黃婷筠）

志工和工作人員像家人般幫助大人、小孩與「老人」。（其他圖體．曹建圓）

絞盡腦汁構思的快樂，非親身體驗無法體會。（大毅奇美．廖婉伶）

幸福館－毛翠滴玉
2020/08/29

能與寶貝一起渡過手作時光，幸福！(大毅榮耀．陳雅淑)

手感光滑有韌性的皮革配上一針一針的手縫線，超有質感的。(台中公園．張聖梅)

實用精巧的皮革名片夾，真是CP值超高的作品，參加大毅真是幸福滿滿。(台中公園．施淑梅)

皮革名片夾好看又實用！(第五季．屈亭安)

恩光堂－皮革名片夾
2020/08/01

很有創意又實用的DIY課程，真是愉快的假期，感謝大毅。（大毅榮耀．陳玫均）

老師們非常的有耐心，讓我覺得年輕時從未有過的勞作，

此時同教會的愛心教導，讓我感動到。（教會團體．洪幼華）

學習到平常學不到的東西，感覺幸福。（教會團體．曾碧君）

榮耀之家－多夾層斜背包
2020/08/01

很溫暖的地方。(讚幸福．江姍華)

檜木做成的筷子真的好清香，吃飯更香，會多吃幾碗飯喔！(履幸福．陳綠荷)

認識木頭特性及特色，多樣商品，都很實用，很棒的DIY活動。(其他團體．蘇郁湘)

老師講解很詳細！！優秀。(樂河市．林雅倫)

一筷幸福，讚。(狄斯耐．張麗真)

2020/08/01

針針有意思！方方正正的吐司包針的漂亮！（大毅奇美．何莉莉）

謝謝大毅建設、老師、志工。（大毅榮耀．蕭惠霞）

疫情影響心情，還好有大毅的課程，縫縫補補的過程中，好療癒的時光！感恩！（又一城．屈亭君）

謝謝你們創造DIY的活動，我們每次來做DIY時都很開心，做完很有成就感。（狄斯耐．許添丁）

裝滿幸福，裝滿愉悅。（一遇．鄭秀麗）

很開心今天自己完成了一個吐司包，很有成就感。（其他團體．蕭靜麗）

開心滿意，幸福洋溢。（其他團體．王麗娟）

一針一回頭，密密的回針，辛苦的手縫出一個大大的吐司包。（台中公園．張聖梅）

吐司包實在太美太實用了。（台中公園．施淑梅）

幸福館－吐司包

幸福二館－檜木筷子

2020/09/12

感謝講師準備很多種類的花材，也細心說明蠟燭的基本知識。（履幸福．張伊君）

有幸福的感覺，大家一起手作，覺得有趣。（讚幸福．陳姝蓉）

辛苦ALL工作人員及志工！（讚幸福．江博淵）

花草、香氛～療癒超喜歡～（榮耀甲乙．陳永玲）

小巧蠟燭可當精美擺飾，又有香氛作用，真是實用的手作。（台中公園．施淑梅）

花香使人放鬆、開心。（其他團體．王麗娟）

非常幸福！（其他團體．吳靜芬）

幸福館－法式花草布蕾小巧蠟燭
2020/08/22

幸福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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