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你醫起到老 
展出時間 : 100.03-100.04 

 

片名 索書號 

長路將盡 Iris  DVD 987.83 7625b 90 

老年健康需知 Healthy aging DVD 419.824 4820 95 

人體老化的奧秘 Living foreve DVD 361.7 8742 89 

心的方向 About Schmidt DVD 987.83 3202b pt.1-pt.2,91 

天使的約定 Marty's world  DVD 987.83 1222c 

銀髮族照護  老人用藥安全 DVD 544.8 8106 pt.1-pt.2 

銀髮族照護  老人生理評估 DVD 544.8 8106 pt.3 

老而彌堅記憶動作俱佳  Aging well : 

memory and movement 

DVD 418.99 4117 96 

讓家裡更適合老人居住 Adapting 

homes to successful age in place :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know at home  

DVD 544.8 0331 96 

不老騎士 2008 搶先版 Go grandriders DVD 544.8 1474 97 

新世紀老化的新觀點 New perspectives 

on aging 

DVD 407 2501 pt.8 98 

老人照護與養護中心裡的老人溝通 

Aged care : communicating with aged care 

residents  

DVD 419.824 7948b pt.1 98 

搖滾吧!爺奶 Young @ Heart  DVD 987.83 5368 98 

銀髮熟年孫越和他的老朋友們  DVD 544.8 8708 pt.1-pt.7,97 

陪你到最終 Reach for me DVD 987.83 7216 98 

預防老人運動傷害 Sport injuries DVD 419.824 7948 pt.2,2 99 

認識老人憂鬱症 Depression DVD 419.824 7948 pt.2,9 99 

老人的十大醫療照護錯誤 Top 10 

health mistakes  

DVD 419.824 7948 pt.2,22 99 

銀髮族的致癌因素 Cancer causing 

agents  

DVD 419.824 7948 pt.2,24 99 

 

  



長路將盡 

IRIS 

 

 

 

  

艾瑞絲身邊總是充滿追求者，直到她遇

上了約翰貝理，兩人墜入愛河，艾瑞絲

仍維持與眾多追求者交往，可是約翰對

她百般包容。步入老年後的艾瑞絲記憶

開始減退，並忘記種種往事，深愛她的

約翰不願放棄，努力為她留住美好時

光，但這份真愛能否換回一切。本片是

根據約翰貝理所撰寫的「輓歌─寫給我的

妻子艾瑞絲」所改編，讓世人明白堅貞

動人的愛情，最終發出最溫潤美麗的光

澤。 

 

資料來源： 

台大書卷講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老年健康需知 

 Healthy Aging 

 

  

老化對身心健康都有深遠影響，健康的

老化就是找出一種可以優雅度過老年

的生活方式策略，各位會在本節目中看

到，尋找這種策略時首先要了解自然老

化過程中的一些變化，以及有哪些疾病

是我們可以透過早期發現，藥物治療和

改變生活方式等辦法，能夠控制或是預

測的。 

 

 
 

資料來源：台大書卷講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人體老化的奧秘 

Living forever 

  

科學家現在將近瞭解促使我們老化和死

亡的機制。顯然「老化」並非代表人可以

長久存在，「老化」就像一種可以延遲、

治療和控制的慢性疾病。「早老」是一種

提早變老的狀態，他推翻一般認為人體因

不可避免的損耗而老化的說法。事實上我

們的壽命早就寫在我們的基因中，而且可

以重寫。目前最有希望的研究發展，來自

於發現如何摘取「桿狀細胞」的研究員。

這些獨特的胚胎細胞，從來不老化和死

亡，它們能夠修復或替代人體中的任何組

織。首度注射此「長生不老藥」，成功治

療老年中風病患的大腦傷害，恢復了記憶

力、視力和動作。 

 

資料來源：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ithshop.net 



心的方向 

About Schmidt 

 

 

  

 

華倫史密德從職場上退休，接著女兒金

妮要嫁給一個他不喜歡的男人，而和他

結婚了 42 年的老婆也突然過世。遭逢

這樣人生的巨變，華倫失去了生活重

心，於是他展開一段尋找自我之旅。在

這個充滿徬徨的旅程中，華倫將他的所

見所聞寫信分享給一個六歲的坦尚尼

亞黑人小男孩恩度古，因為這樣的忘年

之交，讓他發現雖然相隔萬里遙遠，卻

是安慰他內心最溫暖的太陽…… 

 

資料來源： 

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天使的約定 

Marty's World 

 

 

  

 

因為中風導致全身癱瘓的古怪老頭柏

安童，無法言語但依然對週遭事物有自

己的想法；一個活潑外向的癌症病童馬

帝，眼中的醫院就是冒險國度。有一天

瑪帝發現了柏安童，覺得他很有趣，於

是他開始糾纏在柏安童身邊玩遊戲。漸

漸地，這一老一小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情

感，孤獨的柏安童才發現這唯一的朋友

竟然增添他僅有生命的光彩…… 

 

資料來源： 

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老人用藥安全 

Medication Use By the Elderly   

  

美國有嚴重的藥物問題，但是老長者的

用藥安全，卻一直為人忽視。造成這個

現象的成因，主要是提供照顧的專業人

士缺乏溝通。根據調查，許多老人在服

藥前並沒有被告知正確的用藥方法，也

未注意提醒事項或副作用，而老人家也

沒有開口詢問。此影片提醒我們照顧老

人服藥的正確常識，因為藥物的交互作

用或是和食物之間的相互影響，都是左

右老人家健康的重要因素。 

資料來源： 

宇勗企業 http://www.y-s.com.tw 



老人生理評估 

Physical Assessment Of Frail Elderly 

 

  

年長者的生理狀況逐漸退化，容易受疾

病侵害，因此必須定期做生理評估。生

理評估項目包括一般性檢查、心理狀

況、心跳脈搏血壓、皮膚、頭頸、眼、

聽力、口鼻和鼻竇、觸覺、胸部、乳房、

心臟、腹部、肌肉與骨骼、感覺、反射、

動作、以及男女性器官。做生理評估

時，應該要留意室內溫度、燈光、隱私、

適時休息、不匆忙，甚至分成數次檢

查，才能完成全部的生理評估。唯有做

好生理評估，才能確保銀髮族的健康。 

 

資料來源： 

宇勗企業 http://www.y-s.com.tw 

 



老而彌堅:記憶動作俱佳 

Aging Well: Memory and Movement 

  

當人們開始老化時，大腦衰退，記憶

力逐漸喪失，嚴重者會罹患失憶症或

阿茲海默症，本節目介紹卡沙醫師正

在推行的一項特殊的計劃，如何訓練

大腦保持記憶力，可以延緩老化失憶

情形的發生，而醫學界證實，老年人

最適合的運動就是太極拳，它不但讓

人恢復彈性，而且讓老人保持平衡避

免摔跤 。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讓家裡更適合老人居住 

Adapting Homes to Successful Age in Plac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Know at Home 

  

大多數的老年人都希望能夠住在自己的

家裡，所以如何把住家內外的環境稍做

修改，讓它更能符合老人生活的需求和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專家和醫師告知

你們一些實際的建議和訊息，讓老人和

照護者更方便也更安全。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不老騎士 

Go grandriders 

 

 

  

 

當你八十歲，還有多少做夢的勇氣，他

們平均 81 歲，心裡卻住著 18 歲的夢

想，17 個老人當中，2 位曾經罹患癌

症、4 位需戴助聽器，5 位患有高血壓、

8 位患有心臟疾病，每一位老先生都有

關節退化的毛病。然而他們卻夢想征服

福爾摩沙，他們跨上歐兜邁，再次感受

了這片共生一輩子的土地。出發前一

天，高齡 87 歲的團長突然胃潰瘍復

發，他該如何帶領不老騎士們，完成夢

寐的里程呢? 

 

資料來源： 

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GoGrandrider&b=2&f=1647141851


新世紀老化的新觀點 

New Perspectives On Aging 

 

 

  

人口老化已經是目前全球各地的趨

勢；年輕人普遍相當排斥老化，這種無

法避免心智和身體逐漸衰敗的現象，我

們幾乎很難停止想像，人們要一天天面

對不斷老化。有些研究者認為，半數於

21 世紀工業化世界第一年出生的女

孩，將能活到本世紀最後一年。當人口

老化、社會也老化，我們不再專注於年

輕人，而會更關注於逐漸增加的老人。 

 

 

資料來源： 

文采公播視聽 http://www.tntn.com.tw 



老人照護:與養護中心裡的老人溝通 

Aged Care: Communicating with Aged Care Residents 

 

 

  

在老人養護中心裡，有效率的溝通深深

影響照護品質。此影片探討如何與養護

中心的住民溝通，如何與聽覺障礙、視

覺障礙、語言障礙或認知障礙的老人溝

通，以及如何跟不同文化背景的老人溝

通。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搖滾吧！爺奶 

YOUNG@Heart 

 

 

  

 

「年輕的心」(Young@Heart)或許是地

球上最酷的合唱團。成員平均年齡八十

歲、頂著滿頭白髮、帶著呼吸輔助器練

唱的曲子，搖滾經典名曲演繹起來可是

遊刃有餘，舞台上更是光芒四射。《搖

滾吧！爺奶》紀錄的正是這群睿智心靈

的故事，全片交織著幽默與淚水，證實

音樂與永保樂觀絕對可以抗衰老。同時

也讓人深刻惕勵自己，當有一天白髮蒼

蒼時，是否仍能保有一顆炙熱的心。 

 

資料來源： 

中映電影 http://www.cimage.com.tw 

mailto:Young@Heart


銀髮熟年 

孫越和他的老朋友們 
 

  

「銀髮熟年~孫越叔叔和他的老朋友

們」，是一個專為銀髮長輩、和即將進

入老年正為退休做準備的熟年觀眾所

製作的十三集電視系列影片，由銀髮族

代表人物孫越先生主持，經過一年的時

間、深入全台，遍訪近百位六十五歲以

上的銀髮生活典範人物與社團，分享他

(她)們精采的老年生活。 

 

 

資料來源：孫叔叔的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tw/unclesun 



陪你到最終 

Reach For Me 

 

癌末老人艾文，自暴自棄的他早已決定在

醫院病房等死，但卻被新來的室友凱文整

個打亂，凱文坦然面對自己的死亡，與女

友莎菈更珍惜剩餘的每一天，於是他們把

握在一起的時間，在病房裡開轟趴、學

畫、甚至是做愛做的事…。艾文因此逃離

醫院另尋讓他安靜死亡的地點，卻遇見堅

強美麗的伊芙琳，在她的陪伴下逐漸敞開

心胸，接受凱文的價值觀，也發現真正害

怕死亡的，其實是他自己。 

資料來源： 

Hinet 數位商城 http://enjoy.hinet.net 



預防老人運動傷害 

Sport Injuries 

  

年輕時，很多人都很活躍。但是，當我

們老化時，平衡的能力比較差，跌倒的

風險增加，必須具備一些運動的常識，

避免運動傷害，同時還要知道如何復

原。有很多的運動，可以幫助體力和智

力發展，但卻容易造成傷害，例如網球

和高爾夫球，因為這兩種運動都需要扭

動身軀、扭動脊椎，可能拉傷背部甚至

造成骨折，所以老人做運動前必須審慎

評估。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認識老人憂鬱症 

 Depression 

老人憂鬱症通常是被重大的負面事件

觸發的，例如失去朋友或配偶，或是主

要的社會角色產生變化，例如退休，或

是因為逐漸失能，失去自主權、失去朋

友或其他東西，例如社會資源。老人憂

鬱症會讓老人逐漸與他人隔離、凡事失

去興趣，甚至自殺，盡快就醫，就能找

回昔日的活躍與快樂。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老人的十大醫療照護錯誤 

Top 10 Health Mistakes 
  

「關懷老人健康熱線」觀眾票選的十大醫

療照護錯誤如為了虛榮不顧安全、不了解

醫生的指示、忽略預防的機會、藥物管理

不當、對私密健康問題覺得尷尬、不要求

親人的協助、缺少主治醫生、忽略早期警

訊、當身體不再安全時還要開車等等。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銀髮族的致癌因素 

Cancer Causing Agents 

 
 

很多人都知道癌症的遺傳關連，但有沒

有環境關連性呢？日常工作和居住環

境也可能嚴重危害你的健康。我們全都

暴露在很多化學的物質裡，它們很可能

跟造成不同癌症有關係。美國的癌症罹

患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這顯然不只是化

學物質，遺傳和飲食顯然也有關係，化

粧品、護膚產品、抗老化產品、染髮劑..

也會致癌嗎？影片中有進一步的說明。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