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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的定義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之文義來看，職業災害（以下簡稱職災） ：
「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
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殘廢
或死亡。」 

 從發生的原因來看，職災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為「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粉塵等」所引起的疾病或傷害。這裡的「就業場
所」是廣義的範圍，包括工作現場及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 

第二類：為「作業活動」所引起者，是指因為執行職務所引起的，例如因搬運物品、
機械操作、施工等等原因所引起的意外或是災害。 

第三類：為「其他職業上原因」所引起者，比如上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及因公出差、
參加活動時之意外皆屬之。 

太P力體況管理脊椎運動-搬運篇.TPM Spine Excise 2 



職業災害 2015排行 

 造成現代人職業災害／傷病或職業病的主要原因，包括工作特殊姿勢造成身體傷
害，如搬家工人長期搬重物，脊椎容易受傷；其次是工時過長／過勞，如保全警
衛；第3是工作中發生意外，如消防員或洗窗工，暴露在高風險環境中。 

 在傷害方面，主要前三項分別是「肢體傷殘/燒燙傷」(24.5%)、「脊椎傷害」
(21.3%)及「膝蓋受傷」(13.2%)。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有形的傷害外，「焦慮症」
及「憂鬱/躁鬱症」也擠進前十大排名，成為困擾現代人的工作「副作用」。 

 調查指出，造成現代人職業傷害、職業災害及職業病的三大主因為「工作特殊姿
勢造成身體傷害」(30.8%)、「工時過長/過勞」(30.4%)及「工作中發生意外」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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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照護產業發展 

 六十歲以上的人已經是富國裡成長最快的族群。預計二○三○年前人數將從1.64

億成長到2.22億，成長幅度近三成。 

 

 (一)養生的定義: 為維持健康生活所需之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之活動。 

 (二)照護的定義: 針對健康及亞健康的中高齡者，提供具整合且持續性的 照顧服
務。  

 (三)養生照護產業的定義: 以事業營運模式，提供養生照護所需之生活支援產業。 

經濟部工業局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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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照護產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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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業整合商機發展 

 已開發國家的嬰兒潮世代銀髮族，多半不願承
認自己上了年紀。61％認為自己至少比實際年
齡年輕九歲。 

 要惹惱年長消費者的捷徑，就是把他們當老人。
寶僑曾經重新包裝潔齒用品為「五十歲以上專
用」商品，結果銷售量大跌。 

 但改變正在發生。衛生保健、汽車等產業已經
開始思考經營銀髮市場，而零售、消費性商品
產業最近也開始注意這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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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養生照護產業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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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市場商機看先進國家發展與趨勢 

 
 標竿日、德兩國之養生照護產業發展現況： 

高齡者相關需求亟待解決。 

單靠政府或是社福體系的力量並不足夠。 

龐大而未納入社福體系的健康、亞健康族群需求亟待滿足。 

需要各行各業合作提供多元化的整合性產品與服務方案。 

 日本DUSKIN公司，從美國引進服務模式，在地化修正出一套可獲利的營運模式後，
即透過快速複製擴散方式來提高營收，在日本已有130家以上的連鎖加盟據點，年營
業額已超過22億日圓。關鍵成功因素為： 

一是使用者需求提供客製化且可彈性調整的差異化服務，並透過補足現有介護保險體制內
服務之不足，來提升客戶的付費意願。 

二是採取連鎖加盟體制營運，快速導入Know-how，迅速掌握新事業經營的關鍵能力。 

三是第一線接觸之居家，能創造出專業且具差異化的價值。服務人員的專業與應對訓練。 

 未來營運模式與服務內容需以需求為導向，具客製化、服務彈性與可負擔的價格等
優點，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將是營運成功的關鍵要素。 

 

參考資料：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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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市場信任感與切合需求度來提升 
 

 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客製化服務及品質認證，是獲取消費者信任感之關鍵所在。 

 台灣有許多原本專注於提供社福體系服務的機構，通過政府評鑑或成為社福服務單
位所建立的品質形象，也逐漸在自費市場嶄露頭角。 

 如何讓消費者願意掏腰包付費，目前中高齡消費者的主要需求點，作為研擬適切營
運模式之參考。工研院IEK調查結果顯示： 

北部需求度較高的服務，包含送餐及宅配料理食材服務、家事服務、電話代關懷服務、到
府接送與陪伴看診、自費健康檢查等服務。 

南部則對於外籍看護/安養中心、獨居老人送餐服務、採買食材、到府接送與陪伴看診等
需求度較高。 

 

此外，養生照護的市場需求，必須從協助子女貼心照護長者的心理，來提供潛在需要的
產品與服務，從替代需求的角度來提供解決方案，以創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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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健康市場商機 
 台灣內政部資料顯示，65歲以上高齡者有近三成需要生活協助，其中3％是失能

者，需要全天候的照顧，初估台灣65～80歲的銀髮照護商機約新台幣五百億元。
台灣銀髮族產業大致可包括四個領域： 

日常生活協助：包括整合生活照護體系、醫療養護、無障礙設施交通運輸工具、健康
養生等。 

醫療保健。 

休閒娛樂。 

金融理財保險服務。 

 

 大陸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 

2009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已逼近1.7億人，占總人口的12.5%。 

未來，每年都將有800萬人口步入高齡期，遠高於之前每年300多萬的平均增速。 

目前人口結構多集中在40～64歲區間的族群，這群人多為僅有一名子女家庭樣態，後
續的自我養生照護需求缺口相當龐大。 

 
原文網址: 理財周刊／台灣2017年將達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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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大陸將會有三大商機方向 

 一是養老機構，依據健康與失能程度分為：養生村、老年公寓、護理之家機構。
2009年每千人僅有17.3張養老床位，床位缺口仍相當大，也將帶動機構興建的機
會。鼓勵社會資本興辦具有護理功能的養老服務機構。 

 

 二是養老服務業：人力的培訓與外包也是將來的發展重點與商機所在。 

 

 三是預期將帶動相關高齡者用具的發展，從專業的醫用輔具、生活輔具到通用品
等，用來降低人力的需求與配置，協助高齡者自立與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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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整廠輸出的發展機會 

 從觀察中國大陸的需求可知，從養老機構的建置、養生支援服務產業到輔具的開發，
這些相關需求與發展軌跡，提供台灣經驗不謀而合。 

 數年前台灣廠商積極投入養生村、老人住宅的興建，已具備良好的管理與服務經驗，
且醫院在護理之家等專業照護機構的經營也已掌握管理know-how。 

 台灣醫療器材產業在既有輔具開發上也有技術基礎。 

 應用資通訊技術優勢的遠距照護服務，也具備降低人力的高效率照護潛力。 

 養生照護支援服務產業也是目前工業局亟力推動的重點產業，成為台灣擴大外銷機會
的動力之一。 

 

企業策略導向 產品/市場狀態 服務 

新興 高度成長 成熟 

漸進 
保護 
控制 

間接出口 
合資 

獨資子公司 

間接出口 
間接出口 
收購/聯盟 

直接出口 
聯盟/授權 
獨資子公司 

 
授權 

加盟/聯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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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1分鐘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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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與體況體重管理實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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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脊椎與體況體重管理 
 脊椎生理：頸椎7節、胸椎12節、腰椎5節、薦椎5節融合成1塊、尾椎數小節融合成1

塊，合計共26節，其中脊椎神經共31對，從大腦、小腦、延腦開始，經頸椎、胸椎、
腰椎、薦椎至尾椎，分佈於脊椎兩側。 

 脊椎的排列異常，可由體況的姿勢不正與體重過重或過輕觀察到，像是斜頸、駝背、
側彎、高低肩、骨盆歪斜、長短腳…等等。 

 除了骨性結構的相關因素外，肌肉等軟組織的張力異常、長期環境或工作養成的姿勢
不良習慣都是造成的原因。 

 預防可能引起背痛、腰痠、對應壓迫脊椎而引起臟器病變情形的對象，全世界有這些
困擾的人可以透過姿勢和運動訓練動作，改善問題： 

五歲兒童背包包因重力就產生脊椎問題 

體重過胖或過瘦因身體兩側肌力不對稱使用產生脊椎問題 

懷孕媽媽四到十個月孕期的胎兒成長產生脊椎問題 

產後媽媽一瞬間產出胎兒脊椎肌力不平衡產生問題 

職場工作環境重複性機械動作產生脊椎問題 

銀髮族骨骼磨損、肌力肉流失產生脊椎問題 

脊椎損傷失去不同部位知覺產生脊椎問題 太P力體況管理脊椎運動-脊動側面脊椎S型頸、胸、腰、尾四彎曲律動.TPM Spine Ex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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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東方的太極導引……1太 
 
西方核心肌群的Pilates 
柔中帶勁的Power……2P 
 
運動解剖力學 
牛頓地心引力……3給力 
 
世界新創運動脊椎曲線結合核心肌群 

太P力脊椎體況管理 

二、脊椎體況管理升級運動 
 TPM Spine Exercise of Taichi + Pilates + Body Mechanics 

太P力體況管理脊椎運動簡介.TPM Spine Ex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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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與科學的脊椎體況管理運動 

 脊椎運動以“安全”為最重要的依據。 

安全角度需在人體中線角度科學角度進行。 

脊動墊簡易掌握力學的中央點。 

 人體架構簡圖(XYZ軸) 

傾角在運動學影響主要是在冠狀面、水平面以及矢狀面。 

 若將脊椎傾角套用就是3D空間中雖然只有X（水平面）、
Y（矢狀面）、Z（冠狀面）三個軸向顯示，X是左Left

（-）右Right（+）、Z是前Front（+）後Back（-）、Y

是上（+）下（-）。 

 為了更精確描述及溝通運動訓練項目，脊椎運動訓練採
用解剖學觀念，例如人體的活動面與活動軸，以便能清
楚地描繪身體的姿勢。 

 TPM Spine Exercise of Taichi + Pilates + Body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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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脊椎體況和體重管理適用族群 

 兒童健脊 

 體重管理 

 孕期養生 

 產後塑身 

 職場回春 

 銀髮凍齡 

 脊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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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兒童到銀髮族功能型體況體重個人化管理，深度與廣度剖析： 

居家設備 

就學環境 

職業屬性 

年齡分層 

生理與壓力變化 

 功能型整合管理，脊椎姿勢體態結合以下多元、客製化處方簽： 

測量體況數據 

體況與肢體分析 

體重與肌肉含量分析 

脊動運動處方設計 

保健商品處方規劃 

照護商品規劃 

追蹤與關懷跟進 

 結合創新肢體槓桿對稱運動，訓練脊椎多裂肌群： 

3分鐘舒筋運動 

10分鐘抗壓運動 

30分鐘深層拉提動作 

60分鐘體循環代謝運動 

五、脊椎體況體重管理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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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脊椎體況體重管理效益 

    •    強化心肺系統 

•    維持肢體平衡更好肌力 

•    維持獨立行動能力 

•    預防慢性下背痛 

•    增加腸胃蠕動 

•    改善肌肉柔軟度 

•    提升運動表現 

•    改善姿態減輕壓力褥瘡    

    •    提升免疫力 

•    刺激下肢與末梢血循和神經 

•    提升睡眠品質 

•    降低生活壓力 

•    延長壽命 

•    降低老化速率 

•    改善身體機能 

•    提高生活品質 

 TPM Spine Exercise of Taichi + Pilates + Body Mechanics 23 



 五歲以上揹包包從小做起，幼稚園揹書包上學去，不過書包的重量也
隨著年齡越背越重，書包只要重量超過體重的1/8就是超重，根據教
育部到100年度的調查，脊椎側彎的國一生就達6.1%，小四學生也有
3.26%，加上學生的書包平均就有4公斤重。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提供調查： 

 

 

 

 

 脊椎初階課程訓練12~24堂 

維持肢體平衡更好肌力 

預防慢性下背痛 

增加腸胃蠕動 

改善肌肉柔軟度 

提升運動表現 

七、兒童背包包因重力就產生脊椎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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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若超標，多餘體重增加脊椎的負荷，對腰椎和骨之間的過渡部位造
成緊壓。此外上腹部周圍脂肪太多，當身體要保持自身平衡時，會使骨
盆向前傾斜，脊柱則要向後傾，不能成為一條直線，以致下背部過度緊
張而出現疼痛。 

 腰椎間盤突出，症狀包括下背部疼痛，打噴嚏、咳嗽及彎腰疼痛會加劇，
有時疼痛還會輻射到腿部及足部，造成腳麻，嚴重時會走路困難，身體
偏向一側形成跛行，甚至肌肉萎縮、大小便排泄困難。 

 過瘦可能影響脊椎變形，腎臟固定在後腹腔脊椎的兩側，肌力不足，產
生游離腎。 

 脊椎初階課程訓練24~48堂 

延長壽命 

降低老化速率 

維持肢體平衡更好肌力 

預防慢性下背痛 

增加腸胃蠕動 

改善肌肉柔軟度 

提升運動表現 

 

七、體重過胖或過瘦肌力不對稱用產生
脊椎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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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變化： 

女性正常的子宮呈現前傾，大小比雞蛋大一些。 

懷孕兩個月時，子宮大小轉而像個蘋果，由於開始有重量，子宮會往後傾，先是壓迫到尾椎骨，尾椎
下方及臀部就會產生痠痛肚子。 

四個月大時，子宮則像顆大梨子，隨著愈來愈大，與脊椎的接觸點會愈往上移，壓迫部位從尾椎向上
到腰椎。 

六個月後，子宮大小走出骨盆腔，此時，壓迫部位向上移至腰椎第一、二節附近，加上支撐身體的重
心改變，也讓懷孕後期腰痛更加明顯。 

 約80％的孕婦會出現腰痠背痛的情況。引發的原因，主要是因荷爾蒙的改變，造成身體的韌帶鬆弛，
導致肌肉往下；加上子宮逐漸變大、腹部隆起而增加腹壓，使得脊椎受到壓迫，也增加背部、臀部
與腿部等壓力，產生腰痠背痛情形。 

  除了荷爾蒙改變與腹部隆起，另一個引發原因則是姿勢不正確。由於腹部變大、造成重心往下，加
上孕婦經常因隆起的腹部而將重心往前移，導致脊椎過度伸展，使脊椎和骨盆受到嚴重的壓迫，因
而增加腰痠背痛的機率。 

 脊椎初階課程訓練12~24堂 

維持肢體平衡更好肌力 

預防慢性下背痛 

增加腸胃蠕動 

刺激下肢與末梢血循和神經 

改善身體機能 

提升睡眠品質 

 

七、懷孕媽媽四到十個月胎兒成長產生脊椎問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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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產後腰痠背痛多是日積月累形成。從懷孕初期開始發生，因子宮逐漸變大，長
時間且持續性的壓迫到神經及肌肉，以致血液循環不順暢、肌肉神經缺氧，造成痠
痛。 

 產後雖然身體重量減輕，懷孕時引起的腰部韌帶傷害尚未恢復，腰痛情況仍會延續，
原本神經及韌帶修復就需要較長的時間，若媽媽未充分休息就投入職場，又姿勢不
良的使用腰腹部肌肉，就有可能造成反覆疼痛。 

 產後媽媽勞心勞力照顧寶寶，又要做家事、重回工作等，不正確的姿勢及生活習慣
是造成日後腰痛難癒的主因。 

頻繁且不經意的彎腰動作是最大致命傷。照顧小寶寶要彎腰多少回，包括每四小時餵奶一
次，得彎腰屈身從嬰兒床將寶寶抱起，或彎腰幫小孩換尿布、換衣服、洗澡，更別提彎著
腰撿地上的東西或提重物等。 

孕前不良習慣讓痠痛變不定時炸彈。許多職業婦女在產後重返工作，三至五年仍反覆腰痛，
常見的疼痛位置在腰椎連接骨盆處，約為腰椎第四、五節位置（肚臍下方）。可能是生產
時體重胖太多，產後又減不下，再者是和原先不良的生活習慣有關，例如站立時彎腰駝背、
坐姿歪一邊、習慣只坐椅子的前緣，或工作性質需久坐、久站、愛穿高跟鞋等，這些婦女
多半在未生產前就常受腰痛所擾，並非全然受懷孕影響。 

 

七、產後媽媽產出育嬰與脊椎肌力不平衡產生問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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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2010年《美國臨床營養期刊》發表肌肉流失速度較快的人，比起流失最慢的人，
3年間的死亡風險高出2.41倍。所謂肌肉「流失的快」，是指四肢肌肉每年流失超過
385公克；肌肉「流失的慢」，則是指四肢肌肉每年流失少於130公克。 

 工作凡事講求速度、效率、生產力，每個職場人在工作上重複性動作與承受壓力，常
見的長時間打電腦、坐辦公桌、生產線久站，脊椎產生的問題就屬腰酸背痛、頸背僵
硬、下肢水腫、精神不濟等現象，嚴重影響工作效率與健康。 

 造成身不適的原因不外乎超過60分鐘以上維持過久的姿勢，當痠痛發生時，又未及時
肌肉舒緩與脊椎伸展，造成脊椎延伸到神經與臟器問題。 

 脊椎初階課程訓練12~24堂 

改善肌肉柔軟度 

維持肢體平衡更好肌力 

預防慢性下背痛 

增加腸胃蠕動 

刺激下肢與末梢血循和神經 

延長壽命 

提升睡眠品質 

 

七、職場工作環境重複性機械動作產生脊椎問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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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量」（skeletal muscle mass）才是影響老人死亡風險的重要關鍵之一。肌肉量
最低的25%老人，相較於其他老人會增加1倍的死亡風險。台灣65歲以上老人約每5位
就有1人有肌少症；50歲以上國人有1∕5（近138萬人）蛋白質攝取不足，1∕10中壯族
群也有相同問題，再加上國人仍只有33%培養規律運動的習慣，老人肌少症困擾恐
「提前」上身。 

 人類的骨頭當中最早老化的就是脊椎，二十歲就開始老化了。脊椎老化會引起肩頸痠
痛和腰痛，連頭痛、便祕、手腳冰冷等這些看起來和脊椎沒有直接關係的症狀，事實
上都和脊椎有關。 

 引起脊椎老化的主要原因是「重力」，脊椎由很多小骨頭堆疊起來的，所以直接地會
受到這個結構的影響，隨著年齡增長、肌力衰退，就會覺得身體很重，睡醒後覺得全
身無力，爬不起來。也就是說「重力」極其自然地影響著我們的身體。除此之外，運
動不足或受傷、內臟問題等也是引起老化的原因。 

受傷（外傷）：突然的動作或是運動，有可能導致連接脊椎的關節（椎間關節）錯位扭傷或
椎間盤受傷。 

運動不足：因運動不足而讓脊椎活動的機會變少，周邊肌肉功能因而下降，無法固定住脊椎
也會變弱。 

內臟出問題；內臟狀況不好時，會透過神經對脊椎造成不良影響。 

錯誤的日常動作：姿勢不對的話，也會對脊椎周圍的肌肉造成負擔，加速脊椎老化。 

年齡和荷爾蒙：女性一旦停經，女性荷爾蒙的分泌就會減少，骨質密度也會下降。 

遺傳因素：父母和孩子們的骨骼長得很像，也可能會得到遺傳性的疾病。 

七、銀髮族骨質疏鬆、肌力肉流失產生脊椎問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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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歐美流行病學統計，脊髓損傷發生率約為總人口數的千分之一，據此推算，台灣脊髓損
傷人數應超過2.3萬人，每年約新增1,000~1,200名案例 

 脊髓損傷好發於活動性強的年輕男性，16歲至30歲年齡層的患者佔總數一半以上，其中又
以男性居多佔80%。發生原因以車禍最為常見約佔50%，其次為由高處跌落或老人家跌倒，
其他依次為運動傷害（跳水為主）、激烈鬥毆、槍傷等。 

 頸髓是最好發的部位國外統計約佔50─60%，車禍、跳水、 老人跌倒是主要原因。低胸椎
及腰椎交界處是第二好發部位，從高處跌落及車禍是主要原因。其次是胸椎部位，被重物
擊中、車禍、槍傷、刀傷是常見原因。 

 人的脊髓只到第一腰椎處，因此第一腰椎以下損傷通常傷到的是馬尾束，馬尾束屬於周邊
神經而不是像豆腐般脆弱的脊髓，其復原機會較大。胸椎處的神 精管最狹窄，若剛受傷時
之神經學檢查屬完全損傷，其復原機會是所有部位中最差的。頸椎部位之神經管相對的較
寬，不完全損傷者可以有不錯的復原機會。  

七、脊椎損傷失去不同部位知覺產生脊椎問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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