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照輔具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手推式剪刀

用途： 節省用剪刀所使用的力量

適用者： 握力不足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生活輔具組

用途： 增加生活中自我照護的能力

適用者： 老人或行動不便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血壓器

用途： 監測患者及老人之血壓值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取物夾-1

用途： 用於取用高處或不易取得之物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是手腳不靈活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取物夾-2

用途： 用於取用高處或不易取得之物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是手腳不靈活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取物夾-3

用途： 用於取用高處或不易取得之物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是手腳不靈活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取物夾-4

用途： 用於取用高處或不易取得之物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是手腳不靈活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長柄取物桿-1

用途： 協助手部無法高舉或行動不便之失能者拿取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手部無法高舉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長柄取物桿-2

用途： 協助手部無法高舉或行動不便之失能者拿取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手部無法高舉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桌上型剪刀

用途： 單手可使用的剪刀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電話聽筒支撐架

用途： 協助無法長久使用手持聽筒之失能者的支撐

適用者： 手部無力或無法持久持握物品之老人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彈力式剪刀

用途： 協助於手部無力之老人易於施力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緊握之老人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環柄剪刀-2

用途： 節省使用剪刀所使用的力量

適用者： 握力不足者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彩色復健黏土

用途： 幫助手部功能損傷者復健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或無力傷殘者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軟質筆套

用途： 協助握持筆具，不易滑落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緊握筷子之老人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麻將

用途： 可延緩認知功能退化之娛樂活動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單手桌上型剪刀

用途： 單手可使用的剪刀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園藝用品-1

用途： 培養園藝休閒之興趣

適用者： 手部無力且不靈活者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園藝用品-2

用途： 培養園藝休閒之興趣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敲鍵盤輔助器-1

用途： 幫助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失能者敲鍵盤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敲鍵盤輔助器-2

用途： 幫助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失能者敲鍵盤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輔助筆套

用途： 協助握持筆具，不易滑落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緊握之老人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閱讀器-1

用途： 置放書報之物品，便於老人可在臥房內參閱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閱讀器-2

用途： 置放書報之物品，便於老人可在臥房內參閱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閱讀器-3

用途： 置放書報之物品，便於老人可在臥房內參閱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環柄剪刀-1

用途： 協助於手部無力之老人易於施力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緊握之老人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類風濕性關節炎專用筆

用途： 便於患有類風溼性關節炎的人，手部握持書

適用者： 患有類風溼性關節炎的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T型餐刀-1

用途： 方便失能者握持切割食物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執行大動作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T型餐刀-2

用途： 方便失能者握持切割食物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執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三用開罐器

用途： 省力且便於開罐

適用者： 手部無力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加長型湯匙

用途： 可縮短使用者湯匙與嘴巴距離，避免食物掉

適用者： 手部會抖動或手部無法執行大動作之老人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去果皮輔助器

用途： 協助手部不靈活者增加生活獨立性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或不靈活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可調式輕型餐刀

用途： 供手部功能不佳者用餐時使用

適用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左右手湯匙

用途： 較不具危險性之匙面，以防止具攻擊性老人

適用者： 具有攻擊性之老人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固定切菜板

用途： 使切菜板不易滑動方便切菜，節省開瓶所使

適用者： 上肢活動較不靈活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易握把刀具

用途： 便於手部功能較差者切割食物

適用者： 上肢肌肉力量不足者或節活動受限制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易握柄延伸叉-1

用途： 使手部關節炎患者，無須過度彎曲手關節

適用者： 手部關節炎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易握流量控制杯-1

用途： 對手部易抖動或無力老人，可控制水的流量

適用者： 手部會抖動或無法控制吞水之水量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易握流量控制杯-2

用途： 對手部易抖動或無力老人，可控制水的流量

適用者： 手部會抖動或無法控制吞水之水量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泡棉可彎式湯匙

用途： 使手部關節炎患者，無須過度彎曲手關節

適用者： 手部關節炎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附吸盤舀碗

用途： 利用吸盤固定使碗不易滑動，高碗邊容易杓

適用者： 動作機能障礙使用一般碗盤時不易固定餐具
及容易將食物灑出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保溫餐盤

用途： 保持食物之溫度

適用者： 較於不便飲食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倒茶器-1

用途： 提高失能者自我照顧能力，無須提起茶壺即

適用者： 老人或體弱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倒茶器-2

用途： 提高失能者自我照顧能力，無須提起茶壺即

適用者： 老人或體弱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特製一邊高餐盤-1

用途： 取菜時較不易掉落於桌上，並較容易取得

適用者： 手部協調較不靈活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特製一邊高餐盤-2

用途： 取菜時較不易掉落於桌上，並較容易取得

適用者： 手部協調較不靈活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斜口杯-1

用途： 飲水時可小幅傾倒，防止水溢出

適用者： 適於無法執行高舉動作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斜口杯-2

用途： 飲水時可小幅傾倒，防止水溢出

適用者： 適於無法執行高舉動作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斜口杯-3

用途： 飲水時可小幅傾倒，防止水溢出

適用者： 適於無法執行高舉動作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透明雙握把易吸杯

用途： 便於失能者飲水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單向輔助吸管

用途： 飲水吸取時，水不會回流，以便利飲水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開瓶輔具

用途： 開瓶較為省力

適用者： 力氣較為不足者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開罐輔具-1

用途： 開瓶較為省力

適用者： 力氣較為不足者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開罐輔具-2

用途： 開瓶較為省力

適用者： 力氣較為不足者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開罐器

用途： 節省開瓶所使用的力氣以方便開瓶，增加生

適用者： 動作機能障礙無法開啟一般開關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圓形止滑墊-1

用途： 餐具止滑之用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圓盤餐刀

用途： 易於使用，增加生活功能的獨立性

適用者： 手力不足或只有單手可以操作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塑膠匙面湯匙-1

用途： 較不具危險性之匙面，以防止具攻擊性老人

適用者： 具有攻擊性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塑膠匙面湯匙-2

用途： 較不具危險性之匙面，以防止具攻擊性老人

適用者： 具有攻擊性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筷子輔助器-1

用途： 協助手部無力的人易於取食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緊握筷子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筷子輔助器-2

用途： 協助手部無力的人易於取食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緊握筷子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筷子輔助器-3

用途： 協助手部無力的人易於取食

適用者： 手部無力及無法緊握筷子之老人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輔助切板

用途： 將欲調理之物品固定，以便處理

適用者： 無法用雙手切菜者

類別： IADL-廚房用品

名稱： 輔助開罐器

用途： 節省開瓶所使用的力氣方便開瓶，增加生活

適用者： 動作機能障礙無法開啟一般開關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輪椅用餐桌

用途： 提供易於自輪椅滑落或跌倒者所使用輪椅專

適用者： 易於至輪椅滑落或跌倒須使用約束帶之老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餐用圍裙-1

用途： 以較顯目的顏色，使老人或視力不佳的人，

適用者： 視力不佳或手部不便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餐用圍裙-2

用途： 以較顯目的顏色，使老人或視力不佳的人，

適用者： 視力不佳或手部不便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餐用圍裙-3

用途： 以較顯目的顏色，使老人或視力不佳的人，

適用者： 視力不佳或手部不便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餐配用塑膠圓框

用途： 防止食物掉落及使食物容易取用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的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雙握把流量控制杯

用途： 對於手部易抖動或無力之老人，可控制水之

適用者： 手部會抖動或無法控制吞水之水量老人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助行腰帶

用途： 幫助照顧者方便將失能者從輪椅到床邊的移

適用者： 手術後、不宜大動作移動或沒有意識之老人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油壓移位器

用途： 協助行動不便之患者移動至欲到達處

適用者： 行動不便之患者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移位板-1

用途： 增進失能者移位的能力

適用者： 肌肉力量不足或下半身癱瘓者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移位板-2

用途： 增進失能者移位的能力

適用者： 肌肉力量不足或下半身癱瘓者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移位墊-1

用途： 幫助無法自行移動之老人從床上到輪椅間的

適用者： 無法自行移動之老人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移位墊-2

用途： 幫助照顧者在幫失能者轉位及重新擺位時減

適用者： 肌肉力量不足或下半身癱瘓者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電動移位器

用途： 協助行動不便之患者移動至設有移位器軌道

適用者： 行動不便之患者

類別： ADL-移動

名稱： 輪式行走輔助器-1

用途： 手部無力操作手動式輪椅之老人，且下半身

適用者： 手部無力操作手動式輪椅之老人

類別： ADL-移動

名稱： 輪式行走輔助器-2

用途： 手部無力操作手動式輪椅之老人，且下半身

適用者： 手部無力操作手動式輪椅之老人

類別： ADL-移動

名稱： 輪椅

用途： 便於下半身無力或不便之失能者可以任意移

適用者： 行動不便者可用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環腰位移帶

用途： 幫助照顧者方便從輪椅到床邊的移位

適用者： 不宜大動作移動或沒有意識之老人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環腰位移帶-3

用途： 幫助照顧者方便從輪椅到床邊的移位

適用者： 不宜大動作移動或沒有意識之老人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加長柄梳子-1

用途： 握柄加長，便於手部無法向上抬高老人做梳

適用者： 手部較無法施展抬高老人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加長柄梳子-2

用途： 握柄加長，便於手部無法向上抬高老人做梳

適用者： 手部較無法施展抬高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拉鍊鈕扣輔助器-1

用途： 幫助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便於扣鈕扣之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拉鍊鈕扣輔助器-2

用途： 幫助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便於扣鈕扣之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拉鍊鈕扣輔助器-3

用途： 幫助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便於扣鈕扣之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拉鍊鈕扣輔助器-6

用途： 幫助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便於扣鈕扣之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拉鍊鈕扣輔助器-7

用途： 幫助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便於扣鈕扣之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穿襪輔具-1

用途： 可助於無法腰部屈身之老人，在站立狀態下

適用者： 腰部無法屈身之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穿襪輔具-2

用途： 可助於無法腰部屈身之老人，在站立狀態下

適用者： 腰部無法屈身之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穿襪輔具-3

用途： 可助於無法腰部屈身之老人，在站立狀態下

適用者： 腰部無法屈身之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穿襪輔具-4

用途： 可助於無法腰部屈身之老人，在站立狀態下

適用者： 腰部無法屈身之患者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脫鞋跟架

用途： 可助於無法腰部屈身之老人，在站立狀態下

適用者： 無法腰部屈身之老人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小型輔助指甲剪

用途： 讓手握功能差者，易於修剪指甲

適用者： 手部行動不便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止滑地板

用途： 可置於浴室地板或浴缸內以防止個案滑倒

適用者： 下肢肌肉力量不足或不協調者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加長型剪腳指甲器

用途： 方便剪腳指甲，加強自我照顧能力

適用者： 行動不便者，或四肢關節無法彎曲者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吸盤式指甲剪

用途： 便於手部無力的人修剪指甲

適用者： 手部行動不便者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長柄足部清潔刷

用途： 幫助無法彎腰或抬腿的失能者者，清洗腳部

適用者： 無法彎腰或抬腿的患者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電動牙刷及握把

用途： 對於牙齒不易清潔乾淨的人，較易操作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電動洗手台

用途： 協助使用輪椅患者可自由升降洗手台方便使

適用者： 使用輪椅之患者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輕便沐浴組

用途： 增加擦拭範圍，增進自行洗滌、擦拭身體的

適用者： 上肢肌肉力量不足不協調者或半側偏癱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L型握把開關

用途： 可操作許多不規則形狀的把手、門柄或開關

適用者： 手部無法執行較細微動作的患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T型開關把手

用途： 可操作許多不規則形狀的把手、門柄或開關

適用者： 手部無法執行較細微動作的患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多功能旋扭輔助器

用途： 輔助開門、瓦斯開關等

適用者： 適用於手部叫無法施力或無法執行細微動作
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開門把輔助器

用途： 增進開門的能力

適用者： 上肢力量不足者或關節活動受限度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萬能開啟器多功能旋扭輔具器

用途： 輔助開門、瓦斯開關等

適用者： 適用於手部叫無法施力或無法執行細微動作
者

類別： ADL-住

名稱： 電動翻身照護床

用途： 用以協助長期臥床患者，須定時替病患作拍

適用者： 長期臥床患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熱敷墊

用途： 幫助年長者及失溫者保持體溫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鑰匙握把

用途： 提供較好的力矩，可方便的使用鑰匙

適用者： 手部靈巧度不夠之患者



類別： ADL-如廁

名稱： 馬桶增高器-1

用途： 使膝關節功能不佳者，易於從馬桶起身之動

適用者： 下半身不易移動之老人

類別： ADL-如廁

名稱： 馬桶增高器-2

用途： 便於以輪椅行動之老人易於從輪椅上執行移

適用者： 下半身不易移動之老人

類別： ADL-用藥

名稱： 切藥器

用途： 不會吞食整顆藥丸者，可切成較小顆，以利

適用者： 不會執行吞藥動作之老人

類別： ADL-用藥

名稱： 磨藥器

用途： 無法吞嚥藥丸者，可磨成藥粉，以利服藥

適用者： 不會執行吞藥動作之老人

類別： 其他

名稱： 老人體驗組

用途： 供一般人親自體驗老人功能變差的狀況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取物夾-5

用途： 用於取用高處或不易取得之物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是手腳不靈活者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攜帶型電話增音器

用途： 可以輔助聽清楚發話者的聲音

適用者： 聽力輕度受損者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揚聲器

用途： 可將聲音放大以利聽清楚

適用者： 聽力不佳者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電話速撥器

用途： 電話號碼記憶保存，免去在緊急狀況時尋找

適用者： 老人、小孩及不方便撥號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相片輔記電話

用途： 具有超強聽筒音量放大功能、通過語音調整

適用者： 老人、聽力不佳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手臂型血壓計

用途： 監測患者及老人之血壓值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血糖機組

用途： 監測患者及老人之血糖值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體脂體重計

用途： 可測體脂肪、基礎代謝量、推定骨量、內臟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抗UV老花眼鏡

用途： 便於老人參閱書報章雜誌

適用者： 銀髮族群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居家照顧即時通報組合

用途： 緊急事件呼叫鈴、下床告知、如廁告知、徘

適用者： 失智、身心障礙或是術後親友、特殊情況的
孩童，例如夢遊、過動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遠距照護即時影音通報系統

用途： 入侵監測、3G影音通報、遠端監看、雙向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銀髮族日常生活助理器

用途： 手錶、吃藥提醒、119按鍵、免持聽筒來電

適用者： 一般銀髮族、獨居老人、慢性病患者、行動
不便者、需要複雜醫療處理的病患、居家復
健患者、看護工作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居家無線警報器

用途： 家中有行動不便的長者時，將主機安置於照

適用者： 提供老年人或行動不便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衛星協尋器

用途： 協尋使用者並告知家屬所在地點

適用者： 外出有走失風險之虞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物品尋找器

用途： 協助尋找物品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活動型斜坡板

用途： 增加無障礙服務，減少老人出外活動的阻礙

適用者： 使用輪椅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藏杖傘

用途： 傘內藏拐杖可一併攜帶，且可分開使用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輪椅用傘架

用途： 可支撐雨傘，提供避雨、遮陽或防紫外線

適用者： 嬰兒車、銀髮族散步車或輪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智慧型抬燈遙控開關

用途： 可與日常生活輔助器併用，可連接至檯燈開

適用者： 高齡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家用多用途旋轉盤

用途： 1.可用於浴室中，置放於洗澡椅上使洗澡椅

適用者： 高齡者、中風患者、足腰無力或髖關節及腰
部受傷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易轉身坐墊

用途： 1. 可360度旋轉的座墊，即可輕易轉身。 
2. 

適用者： 高齡者、中風患者、足腰無力或髖關節及腰
部受傷者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全方位移動式調整型閱讀架

用途： 置放書報之物品，便於老人可在臥房內參閱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坐臥兩用調整型閱讀架

用途： 置放書報之物品，便於老人可在臥房內參閱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掌上型電子放大鏡

用途： 1. 在家時，檢視藥瓶上之說明文字、看書報

適用者： 視力不佳者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簡易型枱燈放大鏡

用途： 便於老人參閱書報章雜誌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複式照明光學放大鏡

用途： 便於老人參閱書報章雜誌

適用者： 視力不佳者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可調式大尺寸閱讀放大鏡

用途： 便於老人參閱書報章雜誌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精品放大鏡

用途： 便於老人參閱書報章雜誌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雙眼放大鏡

用途： 便於老人參閱書報章雜誌

適用者： 視力不佳者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折射眼鏡

用途： 便於老人參閱書報章雜誌

適用者： 老年人或臥床病人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漢王電子書

用途： 涵蓋十四種類別 - 包含養生、名著、財經、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雙草紋雙洞高爾夫練習器

用途： 方便老人在家中從事休閒娛樂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機關算盡

用途： 1.培養觀察力和探索力，組合多元的可能
2.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踩踏平衡觸覺板(8字型)

用途： 1. 增加身體動作與平衡的控制能力。
2. 促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主動式手足運動健身車

用途： 免出力，以電動的方式轉動踏板，帶動手臂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音聲擴聽器

用途： 協助輕微聽損者與人溝通之用

適用者： 年長者或聽力退化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雙模式(骨傳導+空氣傳導)高感度耳機

用途： 1.採用最新科技之雙模式- 骨傳導+空氣傳導

適用者： 聽力不佳者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磁吸式3D立體聲耳機

用途： 不塞耳道、維持耳道對流功能，不直接衝擊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銀髮族摺疊禦守機 i25

用途： 主要以超大按鍵、超大字體、超大鈴聲三大

適用者： 銀髮族群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x680手機(黑、白)

用途： 主要以超大按鍵、超大字體、超大鈴聲三大

適用者： 銀髮族群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骨傳傳手機

用途： 透過骨傳導原理，將聲音透過皮膚組織及骨

適用者： 視力不佳的老人族群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第二代銀髮族大字鍵手機

用途： 大按鍵、大音量、大字體、SOS緊急按鍵以

適用者： 銀髮族群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樂齡族專用手機

用途： 可把手機當作助聽器功能使用,無論在待機

適用者： 銀髮族群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銀髮族樂活機

用途： 主要以超大按鍵、超大字體、超大鈴聲三大

適用者： 銀髮族群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巨無霸遙控器

用途： 多功能萬用型遙控器，可遙控開啟許多類型

適用者： 銀髮族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重量可調式輔助餐匙

用途： 手部關節炎患者，無須過度彎曲手關節，即

適用者： 關節炎或中風導致手腕無法靈活彎曲的長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重量可調式輔助餐叉

用途： 手部關節炎患者，無須過度彎曲手關節，即

適用者： 關節炎或中風導致手腕無法靈活彎曲的長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重量可調式輔助西餐刀

用途： 手部關節炎患者，無須過度彎曲手關節，即

適用者： 關節炎或中風導致手腕無法靈活彎曲的長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高齡者用餐輔具-餐匙

用途： 1. 可輕易彎折的湯匙及叉：可以前後左右各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是手腳不靈活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高齡者用餐輔具-餐叉

用途： 1. 可輕易彎折的湯匙及叉：可以前後左右各

適用者： 行動不便或是手腳不靈活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超輕西餐餐具組

用途： 1. 握柄採中空設計，超輕量，而加粗的握把

適用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樂樂食器組共8件

用途： 無論是小朋友或因中風只能單手用餐的人，

適用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餐具增重配件

用途： 重量可調式餐具的選購配備，若用餐時手會

適用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樂齡杯

用途： 1.易握握把設計：高齡者由於手指較無力，

適用者：

類別： ADL-移動

名稱： 優雅休閒杖

用途： 1. 可折疊成四段，可輕易收納進您的旅行箱

適用者：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自助/介助二用輔行車

用途： 1.本車可以讓銀髮族自己外出時推著前進，

適用者：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步行車

用途： 可讓老年人自行推著外出散步，若走累了還

適用者：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輕型散步車

用途： 1.日本銀髮族必備的散步車，無論是要散步

適用者：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輕便型銀髮族休閒散步車

用途： 1. 此車車後的置物袋可裝外套或飲料，亦可

適用者：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枴杖散步車

用途： 1.總重量2.1kg，握把高度最低81cm，輕量造

適用者：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三輪爬樓梯購物車

用途： 特殊三輪旋轉滾輪設計，上下樓梯不費力，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銀髮族散步購物車(withone型)

用途：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迷你購物車

用途： 附座椅的購物手推車，方便銀髮族外出購物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銀髮族散步購物車

用途： 1. 附座椅的購物手推車，方便銀髮族外出購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外出

名稱： 折疊式電動自行車

用途： 1.可折疊，方便攜帶，短程外出、休閒健身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穿鞋器

用途： 許多年長者或有關節炎的人，由於彎腰或屈

適用者： 腰部無法屈身之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易穿脫超彈性內衣

用途： 1. 與皮膚接觸部份採用100%純棉，透氣性

適用者： 手力不足或只有單手可以操作者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婦人秋冬用長袖前開式自粘內衣

用途： 1.前開式One Touch粘貼扣設計，無論穿脫皆

適用者： 手部肌肉較無力之老年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婦人秋冬用黏扣式衛生長褲

用途： 1.前開式粘貼扣設計，無論穿脫皆方便。
2.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紳士秋冬用長袖前開式自粘內衣

用途： 1.前開式One Touch粘貼扣設計，無論穿脫皆

適用者： 手部肌肉較無力之老年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紳士秋冬用黏扣式衛生長褲

用途： 1.前開式粘貼扣設計，無論穿脫皆方便。
2.

適用者： 無法執行精細動作的老人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女用輕失禁防漏內褲

用途： 1. 針對有輕微失禁的婦女所設計，可吸水50

適用者： 有輕微失禁之女性

類別： ADL-穿衣

名稱： 男用輕失禁防漏內褲

用途： 1.超薄，厚僅2.5mm，採用100%純棉製造，

適用者： 有輕微失禁之男性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推門式無障礙浴缸

用途： 1.全國首創的推門式浴缸，讓老人家洗澡時

適用者： 行動不便者可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日本製階梯防滑墊

用途： 1. 特殊防滑處理，可重複使用、可水洗、快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節能清涼枕墊

用途： 1.100%日本原裝進口節能清涼多功能墊，素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節能清涼床墊

用途：

適用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萬用手枕墊

用途： 1. 內部採用具有高彈之化學棉材質，具有優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攜帶式床用扶手

用途： 1.目前市面上最輕巧的床邊扶手，僅重2磅(

適用者： 上肢肌力不足之老年人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床用起身輔助手把

用途： 1. 符合人體工學的手把設計，讓您更容易從

適用者： 上肢肌力不足之老年人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凝膠機能坐腰墊

用途： 採用醫療級吸震舒壓凝膠，能分散臀部壓力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輪椅減壓坐墊(健康舒適墊)

用途： 一體三用，可當臀部支撐座墊、腿部支撐座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支撐型腰靠

用途： 特殊彎弧設計能保持坐姿挺直使脊椎不受到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ADL-移位

名稱： 強力吸附式防滑把手

用途：  當老人及小孩淋浴時提供安全把手供攙扶

適用者： 上肢肌力不足之老年人

類別： ADL-如廁

名稱： 活動式馬桶起身輔助手把

用途： 協助長者更方便如廁。

適用者： 上肢肌力不足之老年人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日本進口特殊機能杯組(含密閉杯蓋)

用途： 1.特殊加大握把，方便長者飲用時握持。2.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進食輔助筷 - 楽々箸

用途： 1.利用一簡單的環形支架將筷子頂端固定住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日本進口高齡福祉餐具 - 通用叉匙

用途： 1.餐具前端結合湯匙及叉子，可吃飯、吃麵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頂級進食輔助筷

用途： 1. 獨特設計，具有優雅弧度的握柄可自然的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日本進口高齡福祉餐盤 - 附穩定握把

用途： 考量部份長者可能因中風等因素導致用餐時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日本進口高齡福祉特殊機能碗

用途： 考量部份長者可能因中風等因素導致用餐時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ADL-飲食

名稱： 防滑餐墊

用途： 1. 輕量化設計防滑餐墊，防滑效果佳，能幫

適用者： 手部不協調之患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起身輔助安全手把+旋轉桌

用途： 1. 符合人體工學的手把設計，讓您起身或坐

適用者： 足腰支撐力較差的老年人

類別： 個人/居家安全

名稱： 家用緊急救援通報系統

用途： 本產品可當成一般在宅呼叫器，亦可在人員

適用者： 獨居老年人

類別： 個人/居家安全

名稱： 離床偵測器

用途： 將病床跌落偵測器的床墊平放在床舖上適當

適用者： 失智老年人



類別： 個人/居家安全

名稱： 失智老人關懷系統

用途： 1.一組含一警報器及一移動式手錶發報器，

適用者： 失智老年人

類別： IADL-閱讀

名稱： 典雅放大鏡項鍊

用途： 1. 讓放大鏡成為時尚的配件，典雅的配色及

適用者： 視力退化及不佳的老年人

類別： ADL-個人衛生

名稱： 放大鏡指甲剪

用途： 1. 將放大鏡與指甲剪結合，讓年長者自己剪

適用者： 視力退化不佳及握力較差的老年人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夢幻電子寵物貓

用途： 1. 擬真化的貓樣態，動作、表情及毛髮皆如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動腦積木組 - 銀髮族益智遊戲

用途： 1. 大塊積木，好拿好堆疊，活絡手部靈活度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ADL-移動

名稱： 照護用側向移位輪椅

用途： 解決輪椅至床、床至輪椅移位的困擾，移位

適用者： 使用輪椅之老年人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輔助溝通器

用途： 幫助與他人溝通時，放大並聽清楚對方之聲

適用者： 聽力不佳者

類別： 其他

名稱： 半身麻痺體驗裝置

用途： 體驗半身麻痺患者之行動不變裝置。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mp3輔助溝通器

用途： 幫助與他人溝通時，放大並聽清楚對方之聲

適用者： 聽力不佳者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手指棒

用途： 利用手指棒按摩手心、手背及手指，期間並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RF體適能軟體

用途： 軟體可根據個人檢測資料，自動與常模比對

適用者： 7歲~65歲年齡層

類別： 其他

名稱： RF無線數據採集器

用途：  RF無線可以實時傳輸數據，通過無線AP和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RF握力測定器

用途： 測試前臂及手部肌肉的力量，反映上肢肌肉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RF坐姿體前彎測定器

用途： 測量柔軟度之用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RF仰臥起坐測定器

用途： 測量肌力與肌耐力之用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RF三分鐘登階測定器

用途： 內建每分鐘96拍的聲音訊號，測量脈搏以手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GoTalkNOW iPad 觸控/掃瞄式溝通板(附專用

用途： 動態版面型語音溝通器

適用者： 語言障礙、腦性麻痺、中風、失語症、智能
障礙、多重障礙者、自閉症。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GoTalkNOW iPad 觸控/掃瞄式溝通板(附耐震

用途： 動態版面型語音溝通器

適用者： 語言障礙、腦性麻痺、中風、失語症、智能
障礙、多重障礙者、自閉症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GoTalk Express 32格成長式掃瞄造句溝通板

用途： 動態版面型語音溝通器

適用者： 語言障礙、腦性麻痺、中風、失語症、智能
障礙、多重障礙者、自閉症。

類別： IADL-溝通

名稱： GoTalk 20+ 5X20格超薄耐震式溝通板

用途： 動態版面型語音溝通器

適用者： 語言障礙、腦性麻痺、中風、失語症、智能
障礙、多重障礙者、自閉症。



類別： 其他

名稱： 多功能沐浴老人

用途： 適用於居家照護練習(如輪椅搬運技巧、入

適用者： 學習居家照護者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銀髮族活動教材百寶箱 (台灣製)

用途： 為輔療性活動，增進人際互動，可延緩參與

適用者： 銀髮族適用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雙圓柱插版(台製)

用途： 復健訓練器材，訓練手部、手掌指、手眼協

適用者： 腦中風、脊隨損傷、巴金森氏症

類別： IADL-娛樂

名稱： 圓柱插版(台製)

用途： 五排不同顏色及高度的圓柱木栓。可以協助

適用者： 腦中風、脊隨損傷、巴金森氏症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防止褥瘡坐墊,枕頭組合(日本製)

用途： 防止褥瘡

適用者： 長期臥床、身體偏瘦者



類別： 日常用品類

名稱： 變更體位枕頭組合 (日本製)

用途： 讓不易自行翻身者避免背部與床墊長時間碰

適用者： 長期臥床者

類別： ADL-移動

名稱： 電動輪椅

用途： 電動傾躺重心控制設計=椅身仰角設計，座

適用者： 行動不便者

類別： 其他

名稱： 模擬高齡者體驗裝置

用途： 可將各種設備搭配在人體上，模擬體驗高齡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銀髮族體適能分析軟體

用途： 成為快樂元氣銀髮族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握力器(電子式)110kg

用途： 測量手部力量以及平均測量數據功能。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30秒坐站測定器

用途： 評估受測者下肢之肌耐力，藉由受測者自身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開眼單足立測定器

用途： 測量受測者於睜開眼睛時，感受身體動作變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坐椅體前彎測定器

用途： 測量腰部關節柔軟度，評估後腿與下背關節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二分鐘抬腿測定器

用途： 以原地抬腿之方式，測量較長時間運動之心

適用者： 通用

類別： 其他

名稱： 坐起繞物測定器

用途： 評估受測者的敏捷反應，及在行走繞物(2.44

適用者： 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