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12月号 

中华 OT电子季刊续刊已出版了 4期，得到内地、台湾及香港同行的支持，发表了不少文章，包括

有学术研究、新技术分享、个人对作为 OT的感受、内地多间医院的康复或 OT部门的介绍、有关康复或

OT 学术会议的资讯、汶川大地震后一些有关 OT 发展新计划、内地有关 OT 发展的

消息等等.. 我亦收到很多香港 OT同行的鼓励，说季刊使他们增加对内地

OT发展的认识！更开心的是南登崑教授和卓大宏教授也有看我们的季刊，

两位前辈对内地 OT的发展特别关心！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们最近邀请到台

湾张瑞昆老师加入编委会，他更是下一期季刊的责任编辑，为我们带来

更多台湾 OT的资讯！ 

今期季刊的内容亦非常丰富。正规学历教育是内地发展OT的重要项

目，因为一个专业的发展不能缺乏人材！继去年昆明医学院把《世界职

业治疗师联盟的OT教育的基本标准》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康复医学会的 大

力推动下，《中国作业治疗教学指南》也即将出版，这意味着以后内地大学办有关OT的课程会有规范。

这期特邀昆明医学院的胡岱老师介绍指南出版的背景、内容及意义。在治疗技术方面有Bowen Therapy

的介绍，这项治疗在香港OT是较新发展的技术，最近几年才被引进OT的临床使用，发现效果非常好，所

以邀请对Bowen Therapy热心推广的黄小云、周颖心、尹丽仪等撰文介绍。在科研方面，香港的潘恩赐

为大家介绍她们有关「书写评估」的研究，这是一项非常庞大和有用的研究，可帮助评估学生的书写能

力，提供客观的数据给有关机构参考，亦示范了OT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台湾方面，涂育娴跟大家分享台

湾阳光基金会在提供口腔癌术后复健的经验，提醒我们康复除了注意患者的体能恢复，还要顾及社会心

理和生活质量等因素。 

现在内地认同自己OT身份的治疗师不断增加，随着「中国康复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作业治疗学组」的

成立，加上WFOT及冼洁玲博士的推动，内地OT已经常互相交流探讨在内地发展OT及临床上遇到的问题，

并定期在QQ上讨论交流，如你有兴趣加入的话，请先看OT学组组长阎彦玲主任发表有关QQ群组的内容。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在内地有多个合作伙伴，我们也希望利用季刊的平台，向大家报告这些项目的最新发

展，希望能吸引更多同行加入义工行列，参与他们有兴趣的项目！首先是上海阳光康复中心的陆佳妮主

任谈谈她们中心过去一年的发展。学院在11月刚完成与东莞市虎门医院三年的合作项目，包括帮助他们

在手外伤康复、工伤及职业康复和神经康复的发展。学院董事吳子恒先生在本期季刊作了总结。接着来

是学院另外一个新项目，与深圳市南澳医院的项目经过了大半年的商讨及计划，第一个培训班也在11

月举行了，吸收了以往的经验，我们与南澳医院合办的学习班更有系统，朝着改善中风及脊髓受伤患者

在医院及回归社会前的康复服务。学院董事吴欣丽是负责南澳项目的主力，她也分享了这项目的最新发

展。 

很快便到圣诞节了！在香港是很有气纷的一个节日，除了放假外，医院会被布置得很有圣诞色彩，

医院及各部门会举办派对，食圣诞大餐，抽奖等活动。我看近年在内地对耶稣诞的重视程度亦有所增加，

虽然没有假期，但很多商场都布置得非常漂亮！我今年的圣诞也会在内地渡过，希望能见到一个白色圣

诞！在这里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明年身体健康、事事顺利！OT有更佳的发展！                                                        

                                                             黄锦文 
2012年 12月 12日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网址：www.hkiot.org
 

http://www.hkiot.org


中中国国作作业业治治疗疗教教学学指指南南出出版版介介绍绍  
胡胡岱岱    昆昆明明医医学学院院  

一、背景 

当前，世界各国一致认为，伤病后的功能障碍、老年病、慢性病及发育性所致的残疾是康复和康复

医学研究和服务的物件。随着人们对恢复身体健康和参与社会功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康复已成为人们

的基本健康服务需求。温家宝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宣布，到 2015年使我国“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也为

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康复及康复医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需要康复治疗的人口数量急剧上升。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

推算，我国各类残疾人的总数近 8300万残疾人中，有康复需求者接近 5000万人。同时，到 2010年我

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1.6亿，患有各种慢性病、并有生活能力障碍需要康复服务的老年人约有 8000多

万人,2044 年将达到 4 亿人。而且，当前我国有慢性病患者 2 亿多人，需要提供康复服务的超过 3000

万人。因交通、工伤事故致残的伤残者也以每年 1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在如此巨大的市场背景之下，

对康复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据统计目前全国仍有大约 30万康复从业人员的缺口。 

在康复领域中，治疗师是服务提供的主体，充足数量和高品质的治疗师队伍是康复医疗最基本的保

障。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中治疗师比例约为：40治疗师/10万人口，此资料在中国的平均值为：

0.4治疗师/10万人口。 

况且，目前国内不仅仅是治疗师的数量缺乏，而且治疗师的资质也相对欠缺。国外一般针对治疗师

的不同专业领域进行专门的培养，例如高校开设有独立的物理治疗师专业、作业治疗师专业、言语治疗

师专业等等；各专业也根据教育层次设立了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国外有各专业的国家级和国际级协

会，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各专业的最低教育标准，并对各院校的课程进行国际认证，通过认证的学校的

毕业生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学历认可。 

我国受传统教学模式和行业发展水准滞后等因素影响，目前大多数院校并没有分开专业培养治疗师

（如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等等），而仍然以综合治疗师为主，由于国外早已没有综合

治疗师，这样的学历在国际上并不能得到认同。造成我国现状的原因有： 

（1）学科建设起步晚、薄弱，与国际教育标准有较大差距； 

（2）师资队伍数量少、缺乏资质，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和团队尚未形成； 

（3）课程设置偏重生物医学模式，缺乏对外联系和合作； 

（4）临床实习点少且资源缺乏，带教老师少，有资质的更少； 

（5）缺乏独立完整的科研团队和可用的研究基金 

而目前国内少数已尝试开展分专业培养治疗师的学校，也因无法达到国际最低教育标准的要求，毕

业生学历仍不被国际认可。无法培养达到国际要求，且拥有独立专业学位的毕业生的教育体制，有以下

弊端： 

（1） 毕业生及从业人员资质不受国际学术领域认同，无法申请就读更高学位和就业机会； 

（2） 没有各自专业的学会/协会,无法根据专业方向与国外相应机构进行良好的学术交流，国内专业的

学术地位也无法被国际同行承认; 

（3） 与国外教育机制脱节，无法利用当今全球前沿的专业发展和教育方法，进一步拉大中国与全球同

行业间的水准。 

因此国内院校的主要目标是：设立能达到国际最低教育标准，适合中国目前国情，并分专业单独培

养作业治疗师的教育模式。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有全国统一的指导性教学内容是基础，这也是本教学指 

南出版的原因。 



二、指南内容 

针对我国作业治疗师的培养面对的各种各样问题，如培养层次低，多数院校还没有分开设计的作业

治疗专业，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作业治疗专业师资队伍缺乏、理论课与实践教学的比例不合理

等等。教学指南以达到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最低教

育标准为目标，力求设计符合中国国情并为国际认可的课程教学体系。在作业治疗理论、病人为中心及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的理念和基本思想指导下，使我们的毕业生具备执业所必备的基本

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能获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认证，为他们在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深造打造良

好的基础。指南具体包括四部分内容： 

（一）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规定了进入作业治疗专业学习的学生的录取要求。 

2. 明确了学生的思想道德与职业态度培养目标。 

3. 以 WFOT最低教育标准为参考，明确了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力。 

（二）教学基本框架 

1. 建议了基本修养年限和学位授予的相关内容。 

2. 将全部课程分为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并推荐了相应课程内容。 

3. 建议将不少于 1000小时的临床实践课分为临床阶段性见习和毕业总实习。见习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安排在第三、四学年，临床总实习安排在第七或第八学期。 

4. 推荐了课程结构及最低学时学分的分配。 

（三）核心专业课程大纲 

列出了作业治疗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具体包括课程简介、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评估

方法和相关教学资源的内容。目前列出的核心课程是以下八门：作业疗法理疗、骨骼肌肉系统疾病和烧

伤的作业治疗、成人神经疾病作业治疗、发育障碍的作业治疗、老年健康与作业治疗、心理社会障碍作

业治疗、治疗性环境与辅助技术、职业康复。 

(四) 临床实践教学 

1. 分别规定了三个见习和毕业总实习的教学目标。 

2. 规定了学生完成实习后应该具备的能力。 

3. 对实习点的条件和临床带教老师的能力进行了建议。 

4. 给出了各实习阶段时间安排的建议。 

5. 给出了学生实习评估的建议。 

三、指南出版的意义 

1、指南的出版使国内的作业治疗教学有了统一要求和具体规范的参考。统一的教学指南可以统一

各个学校的教学水准，加强教学的计划性，保证教学品质。尤其能解决国内目前各院校间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各不相同，毕业生水准良莠不齐的问题。 

2、指南是编写教科书的主要依据。国内传统上仍然习惯使用统一的教科书进行教学，而目前市场

上已经出版的几套作业治疗教材并没有哪一套得到广大院校的一致认可。各院校使用的教材不一致，以

至于教学内容互不相同。指南的教学大纲部分是未来统一教科书编写的基础和指导。 

3、 规范了大课和带教教师的资质。国内目前作业治疗教师教育背景多样，如物理治疗师、综合

治疗师和医生，且学历层次高低不一。但由于目前国内作业治疗教育水准不高，此次指南建议大课和带

教教师至少是作业治疗专业本科毕业生。必 

4、分段式实习的引入。传统上国内医学类专业的实习都是安排在最后一年进行，指南在此基础上

还由引入了分段式实习的理念。即在每门核心课程理论教学结束后，就进入一个短期的临床实习期，有



个案(一) 

利于巩固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也为最后一年的总实习打好基础。 

由于市场需求巨大，培养符合中国国情并达到国际标准的专业人员是核心。但中国康复治疗教育

的规范和国际化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尤其是对于相对薄弱的专业，例如作业治疗、言语治疗等等，

教育指南的推出是标准化教育的第一步。 

 

职职业业治治疗疗篇篇  ::  BBoowweenn  TThheerraappyy经经验验分分享享  
黄小云，周颖心，尹丽仪 

工作多年我们总会遇上一些辣手的个案， 不论大或小的有时都会走到了一个樽颈地带。 纵使我

们耗尽现有的办法也解决不了问题又或者是进度济迟不前，遇上这样的情况往往令人感到气馁! 在 2007

年， 两位香港职业治疗师在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从澳洲传入的 Bowen Therapy ( 简称 BT)， 随后的几

年我们一直努力地将ＢＴ应用在不同的病例当中， 渐渐也累积了一些经验和心得，藉着这个机会我们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特别的个案。 

什幺是 BT ? 

BT是一个安全、有效及轻柔的方法，它结合了特定的“MOVE”

及步骤，针对不同的肌肉、筋膜及淋巴系统，藉此改善患者的身体

对线、关节活动幅度及疼痛。现时我们将 BT融合于 OT的整体疗程

当中，至今一些辣手的个案也渐有成效。 

截至 2012 年为止，  香港己有 2 名专业 ISBT 导师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owen Therapy)及约有 100 名 OT 拥

有 certifed BT 的资格。 现时基本的 BT培训课程及考核需时一年。在 2011年我们在香港职业治疗学

会下成立了一个 BT专研小组来促进发展及分享经验。 

辣手个案经验分享 

现年 30 岁任职接线生的 M 先生，患有强直性关节炎多年，病患影响了他的颈、

腰的弧度及双臗关节，更在多年前换了臗关节。  

除了定期返回医院覆诊，现时他己没有什幺治疗可参与。 M 先生在生活上遇有很多困难， 例如

抬头看东西、 仰卧睡觉、饮汽水 及不能驾驶汽车。 但是他依然努力工作也没有放弃， 希望情况可以

改善一点! 其实他心底里也有些愿望： 比如举头看星星， 拥抱别人或能够驾驶汽车。 当然 M 先生更

希望愉快地生活!  

他其后接受了 4个月， 每星期一次的 BT疗程后，颈、脊的一些活动能力改善了、彊硬感觉减小了、

视线范围扩濶了、笑容也多了!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参加明友的大食会派对。 当然这短暂的 BT疗程并不

能完全改变他所有的问题， 但是他的生活领域己经迈进了一步! 

 

        

 

 

 

 

 

 

 

 

 

Bowen move 



个案(二) 
从事文职工作 40 多岁的 W 先生， 6 年前得悉患上鼻咽癌后做了电疗及完成了 32 次

化疗， 其后并没有接受康复治疗。 可是他在生活上依然有一些困扰，例如：因口腔

及肩颈位置比较紧， 进食时要慢一点， 又不能大口咬苹果， 连饮汽水也一定要用

饮管， 穿过头上衣要花较多时间， 亦常常感觉容易疲倦。 在朋友的介绍下， W 先生接受了五次的

BT 疗程。现在他整个人已变得轻松了， 也可以大口大口地吃苹果， 肩颈没有了以前的绷紧，活动幅

度也增多了! 

未来路向及反思 

在我们处理过的辣手个案中， 患者对 BT 都有十分正面的回应， 这样也为我们带来短暂的兴奋和

鼓励。 细心回想过往的经验， BT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法去处理患者的问题。 在未来的日

子里， 我们会多作研究及实証， 希望日后有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些研究结果。 最后， 我们藉着杜鲁多

医生在墓志铭上回应“医学是什幺？”的句子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及反思。 

 

 

 

 

 

 

 

         

 

 

 

 

 

 

 

书书写写评评估估  
潘恩赐 

书写能力，在全国及香港各科的公开考试都占有一定影响，在香港，各大学的基本收生条件都包括
中、英文语文能力要求，其中，要求考生以指定字数作答的考题，占有一定份量，因此，学生的书写能

力及速度，变相成了对学生表现重要的一环。然而，学生却可能因为手部功能或其他疾病的伤害而降低

了书写能力，间接影响了考试表现，甚至升学前途，因此，世界各地先进国家，都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希望让有能力的孩子们不致被埋没。 

学生的书写能力可基于不同的外在及内在因素，撇除一般外在因素如书写内容的个别要求、所用的

书写工具等外，个人书写能力的内在因素可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感觉认知方面：如字型、线条方位的认知、手部各关节的感知、动作计划的感知等 

二、肌肉控制方面：如手眼协调能力、手部各组肌肉的控制能力、肌肉的力度、，耐力及持久力，、视觉

追踪能力等 

三、认知能力方面：如专注力、记忆力等。 

此外，学生的书写动机、过往的书写练习训练及个人自信，亦会对其书写表现有一定影响。因此，

职业治疗师在分析学生书写能力的过程中，必须评估学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 

另一方面，各地的职业治疗学者亦发现无论书写的是中文、英文、甚至希伯来语及挪威语，书写

医学是………. 
有时是治疗 ， 
常常是帮肋 ， 
总是去安慰 ! 

 



速度与手眼协调能力皆有密切关系，因此，书写速度本身，亦成了评估过程的重要关键。 

书写速度的评估，属于手部功能的实地评估，被评估者必须以要求相若的处境进行测试，让职业治

疗师清楚分析各种妨碍学生书写能力的因素，以进行治疗或考试评估方面的建议。 

香港一群摰力研究学生书写能力的职业治疗师们， 得到邓杨金喜女士职业治疗发展基金的支持，

以四年时间，研发了一套中学生书写能力测试评估，以分析中学生中、英文的书写能力。此项评估以一

般书写试题的要求为蓝本，并考虑学生用字的难度及笔划或字母数量的要求设计，成功向全港四百多所

中学随机抽样选出三千多名中学生，搜集他们书写速度表现的数据作分析，目的让各职业治疗师更精准

地评估学生书写能力的表现，并向有关人士作出考试调适的建议，希望让所有学生都能在一个公平的考

试环境上评核自己的学习表现，而不因各外在不利因素影响对其实际能力的反映 。 

此项研究已于二零一二年顺利完成，并于临床应用上取得非常有效的成果。 

 

 

 

 

 

 

 

 

 

 

 

 

 

 

 

 

 

 

 

 

 

 

 
 

 



口口腔腔癌癌术术后后复复健健--台台湾湾阳阳光光基基金金会会经经验验  
涂育娴 阳光重建中心 职能治疗师/主任 

口腔癌在台湾已经名列十大癌症多年，发生率仍然持续上升，有学者预估发生率的高峰期尚未来临。

然后，随着医疗的进步，许多口腔癌患者藉由适当的手术切除配合治疗，能有高比例的存活率，因此这

群口腔癌患者术后的生活品质，是复健关注的重点。 

阳光基金会在 2004-2005年间，成立专案小组深入了解台湾口腔癌患者的现况，发现他们虽然存活，

却遭受极大的痛苦。手术后口腔功能的丧失造成张口困难、无法咀嚼吞咽、流口水、构音不清等问题，

加上经济重担、对生命的担心、外观巨变造成社交退缩…这些都使患者身心理遭受折磨。基于这样的发

现，自 2005 年起，阳光基金会开始扩大服务口腔癌患者。因为服务对象中年男性居多，因此称他们为

「口友大哥」。 

复健可以有效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从住院期，复健就可以开始介入。在台湾，通常手术切除病灶

部位后，会以皮瓣重建缺损部位，重建手术之后的肿胀，以及疤痕部位的孪缩，可藉由适当的复健介入

改善；放射线治疗会造成组织纤维化，使颞颚关节及颈部活动度受限，复健介入可以改善；手术或放射

线治疗之后造成的唇、颊肌肉无力，进而产生流口水、吞咽困难，复健介入可以改善！ 

但是，在手术及治疗后，口友大哥通常很虚弱，也有许多的疼痛，在此刻要他们复健有时候会很困

难；面对死亡威胁的恐惧，对未来有许多的未知跟担忧；手术后外观的改变也常超过他们的预期，不能

接受突然变成说话不清、无法吃东西的人常使得他们失去努力的动力。曾经在服务中，听一位阿伯红着

眼眶说：「为什幺我会生这个病，我这幺认真工作养家，我生这病很痛苦，想吃块红烧肉也咬不动…」。

深深感受到一位在家在邻里间活跃的大男人，突然被身体被疾病被心理强烈的无力感击倒… 

但也遇过许多位口友大哥，为着小孩、太太非常积极努力的复健要好起来，也非常认真的照顾自己，

把口腔清洁做得非常彻底没有异味，疤痕皮瓣也照顾得很好，每一次回来谘询，就发现张口幅度变大了、

说话又更清楚了、肩颈的活动也灵活了。然后他们也开始鼓励其他口友大哥，可能是在诊间遇到，或是

在阳光举办的活动遇到。 

有一次，在讲座活动中有一位口友大哥始终不愿意把口罩拿下来，这时，另一位口友大哥带着浓重

鼻音但铿锵有力的站出来说「没关系啦，在这里你可以放心把口罩拿下来，大家都一样的，我以前刚来

也是这样带着口罩，当时就是另一位口友鼓励我，勇敢把口罩拿下来，我现在做复健之后，手抬高了，

可以吃可以说话，我也去发传单工作，我现在很快乐！」另一位大哥又接着说「对呀，我以前手抬不高，

躺着睡也痛、侧睡也痛，现在复健之后，改善很多了，老师讲的你做做看啦~」。 

大家一句接一句的讲完之后，治疗师又赶紧鼓励大家跟着指令做，这时看见大哥慢慢的把口罩拿下

来，认真的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大家做有没有问题?」治疗师这样问，几分钟之后我看见大哥跟太太举

手要治疗师来看他的动作是否正确，在他举手的那一剎那，似乎看见他的的生命有不一样的希望！ 

一开始，是希望藉由复健改善

口友大哥的生理功能，但是这只是

一个起点、一个契机，更多时候，

是促使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新希望的

开始！口腔，只是个小小部位，却

对口友大哥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复

健，即使只做一点点，都可以改善

他们的生活品质，希望你我，一起

努力！ 



 

 

 

介绍一个作业治疗交流平台 

——中国作业治疗论坛 QQ群 
闫彦宁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OT学组 

 

中中国国康康复复医医学学会会康康复复治治疗疗专专业业委委员员会会 OOTT 学学组组于于 22001111 年年 1100 月月成成立立。。为为更更好好地地在在全全国国推推广广普普及及作作业业

治治疗疗知知识识和和技技术术，，由由学学组组组组长长闫闫彦彦宁宁发发起起并并于于 22001111 年年 1111 月月 22 日日创创建建了了中中国国作作业业治治疗疗论论坛坛 QQQQ 主主群群（（群群

号号：：118800778844117766））。。其其主主旨旨是是为为从从事事作作业业治治疗疗临临床床、、教教学学的的作作业业治治疗疗师师（（教教师师））搭搭建建一一个个相相互互学学习习和和交交流流

的的平平台台。。同同时时，，也也欢欢迎迎康康复复治治疗疗师师、、康康复复治治疗疗专专业业的的在在校校学学生生以以及及相相关关人人员员参参与与学学习习和和讨讨论论。。为为方方便便大大

家家交交流流，，群群里里实实行行实实名名制制。。只只要要是是治治疗疗师师，，并并且且在在申申请请入入群群时时注注明明自自己己的的工工作作单单位位、、姓姓名名都都可可以以加加入入。。  

为为了了更更好好的的在在群群内内开开展展学学习习和和交交流流活活动动，，规规定定每每周周六六集集中中安安排排讲讲课课或或讨讨论论，，授授课课教教师师由由学学组组委委员员以以

及及全全国国各各地地的的具具有有中中级级或或中中级级以以上上职职称称的的优优秀秀作作业业治治疗疗师师或或医医师师担担任任，，也也曾曾经经邀邀请请香香港港理理工工大大学学的的留留学学

生生以以及及在在纽纽西西兰兰工工作作的的作作业业治治疗疗师师在在群群内内授授课课。。授授课课内内容容为为作作业业治治疗疗理理论论和和技技术术或或进进行行病病例例讨讨论论。。授授课课

方方式式主主要要采采取取文文字字交交流流方方式式，，也也配配有有图图片片资资料料。。每每周周六六晚晚 88 点点准准时时开开始始，，1100 点点结结束束。。每每次次讲讲课课期期间间都都

安安排排主主持持人人负负责责维维持持群群内内讨讨论论秩秩序序，，确确保保授授课课和和相相关关问问题题讨讨论论的的顺顺利利进进行行。。所所有有讲讲课课记记录录都都由由主主持持人人或或

管管理理员员进进行行整整理理和和保保存存，，并并上上传传至至群群共共用用内内，，所所有有群群内内成成员员都都可可以以随随时时下下载载查查看看。。除除正正常常授授课课时时间间外外，，

其其余余时时间间大大家家可可以以随随时时交交流流讨讨论论，，所所有有群群成成员员全全部部实实名名制制。。  

从从 22001111 年年 1111 月月 1122 日日开开始始授授课课活活动动以以来来，，除除重重大大节节假假日日外外每每周周都都有有群群内内授授课课或或病病例例讨讨论论，，已已经经讲讲

授授有有关关作作业业治治疗疗方方面面的的专专题题 4400 多多个个，，大大家家对对授授课课活活动动反反响响良良好好。。目目前前该该群群成成员员已已经经覆覆盖盖除除西西藏藏地地区区外外

的的所所有有省省份份和和直直辖辖市市，，他他们们都都是是康康复复治治疗疗师师、、作作业业治治疗疗教教师师、、在在读读康康复复治治疗疗专专业业学学生生、、实实习习生生及及相相关关从从

业业人人员员。。由由于于该该群群成成员员人人数数上上限限为为 550000 人人（（已已经经满满员员）），，无无法法满满足足广广大大同同行行的的需需求求，，所所以以又又开开设设了了中中国国

作作业业治治疗疗论论坛坛 22群群（（群群号号：：224488880000669933）），，可可以以容容纳纳 220000人人，，所所有有在在主主群群内内的的讲讲课课内内容容和和相相关关学学术术资资讯讯都都

在在 22群群共共用用，，大大家家可可以以随随时时在在群群共共用用中中查查看看主主群群周周六六授授课课活活动动的的记记录录。。  

依依靠靠良良好好的的群群内内活活动动，，中中国国作作业业治治疗疗论论坛坛 QQQQ群群日日益益受受到到各各地地康康复复治治疗疗师师的的关关注注和和喜喜爱爱。。除除周周六六

集集体体授授课课活活动动外外，，大大家家还还可可以以随随时时提提出出问问题题，，交交流流讨讨论论。。通通过过群群内内活活动动，，群群友友之之间间由由陌陌生生到到熟熟悉悉，，结结交交

了了各各地地同同行行，，不不仅仅分分享享知知识识和和经经验验，，也也相相互互提提供供学学术术活活动动、、培培训训资资讯讯、、招招聘聘资资讯讯、、图图书书资资讯讯等等，，交交换换各各

种种学学习习资资料料。。目目前前两两个个中中国国作作业业治治疗疗论论坛坛 QQQQ群群都都已已满满员员，，770000名名康康复复治治疗疗同同行行可可以以随随时时进进行行交交流流讨讨论论

和和知知识识共共用用。。  

为为使使 QQQQ群群这这个个平平台台能能够够更更好好的的为为大大家家服服务务，，群群管管理理人人员员在在不不断断地地努努力力；；很很多多群群友友也也积积极极献献计计献献

策策。。相相信信在在大大家家的的共共同同努努力力下下，，中中国国作作业业治治疗疗论论坛坛 QQQQ群群能能够够给给广广大大群群友友带带来来更更多多的的收收获获。。由由于于不不断断有有

治治疗疗师师申申请请入入群群，，我我们们即即将将开开设设中中国国作作业业治治疗疗论论坛坛 33群群（（群群号号：：5544225511009977）），，满满足足更更多多治治疗疗师师的的学学习习要要

求求。。也也通通过过这这个个平平台台希希望望能能有有更更多多的的康康复复从从业业人人员员了了解解作作业业治治疗疗，，学学习习作作业业治治疗疗、、宣宣传传作作业业治治疗疗、、推推广广

作作业业治治疗疗！！同同时时，，渴渴望望港港澳澳台台地地区区以以及及国国外外的的作作业业治治疗疗专专家家进进群群授授课课，，也也欢欢迎迎港港澳澳台台地地区区以以及及国国外外的的治治

疗疗师师入入群群交交流流！！ 
 

 

 

 

 

 

 

 



 

 

飞翔中的 OT 
——记录在香港职业治疗学院的帮助下，OT团队成长史 

陆佳妮  上海阳光康复中心 

2011年至今，与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合作已有 1年多的时间，在这 1年多的时间，带给我们 OT团队

的不仅是技术上面的支援，更是信心的培养，精神上的食粮。回顾走过的时光，我们成长的轨迹，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一） 先进理念的培养，“走进来，送出去”的培养方式。在合作期间，我们 OT 员工多次接受学院的

各种 OT 相关培训。手外伤培训班、脑卒中作业治疗培训班、烧伤压力治疗培训班等专项培训，还多次

以个别辅导形式，带给我们先进的 OT 理念，更

给到我们实用的技巧。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

OT的精髓。除此之外，受到学院的鼓励与支持，

我们 OT 成员去到香港伊莉沙伯医院进修学习，

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到 OT 的治疗方法及流程。使

我们的理念跟上先进的，国际化的步伐。 

（二） OT服务内容多元化，OT角色明朗化。“OT

是什幺？”不仅是患者不明白，很多学习康复治

疗专业学生都未必能将它诠释清楚。在国内重

PT，轻 OT的现象还是很常见。把简单的上肢 PT

划分给 OT领域是常见的现象。当然在我们中心

也曾无外乎出现这种现象，患者量少，不配合治疗等较为常见。在学院的帮助下，我们明确了 OT 的角

色，也与我们康复中心的 PT 部门做了职责的划分。与此同时，增加了我们的服务手段，从小组治疗模

式，手支具制作，压力衣制作，到脑卒中康复评估及治疗手段，职业康复评语及治疗。把 OT 治疗的重

点突出，患者量也从去年的 60 多名，增至如今的 170多名。好评率也不断上升，让院领导也看到了不

一样的 OT。 

（三） 硬体建设，专业功能区域的划分。学院不但注

重软体上的建设，对于大厅的硬体设施建设及摆放也

给出了很多专业性的建议。2011年我们中心成上海工

伤康复定点医院之一，这意味着职业康复的发展尤为

重要，也是与学院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学院梁国辉

会长多次来中心现场指导，为场地的规划出谋献策，

从纸质版的初稿到最终版的电子稿，最终确立了具有

功能化、现代化的 OT治疗大厅，包括了：综合治疗区、

情境模拟区、组装搬运工作站、行业工作站以及职业

能力评定五大区域。受到了国内外参观专业人士的肯

定。 

（四） 强大的专业指导团，OT 专业更细化、更专业化。合作的 1 年多时间里，有多位 OT 治疗师前来

指导，同为 OT 治疗师，但其中也细分和专攻，他们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扎实的理论基础。学院根据

我们中心 OT的需要给予说明。有专攻，有计划的进行培训及指导。在与香港 OT治疗师的交流期间，了

解更细化的治疗手段，也解决了现阶段我们临床上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五） 各专业合作关系建立，以团队的模式进行。梁会长在多次来中心指导中，了解我们中心的专业

架构，根据我们中心的现实情况也提出了很多各专业的合作方针。在其指导下，建立了以医生为主导，

PT、OT、社工和心理团队共同参与的 Team 团队，做到职责分明，同时又相互渗透的团队架构的建立，

不仅让我们团队更为紧密合作，口径一致，也让患者感到我们团队的专业性，为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奠定

了信任的基础。 

总之，接受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帮助与指导的 1 年里，我们 OT 团队的每位成员都明确的自己的工作

职责，也明确了自己的工作目标。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 OT 团队在学院的帮助下会茁壮成长，成

为具有先进理念及技术的专业化治疗团队。 

 

 

 

 

 

 

 

 

 

东莞市虎门医院神经康复发展顾问及人员培训服务报告 
梁国辉，陈刚，吴欣丽，吴子恒，徐庆士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与东莞市虎门医院已先后完成了两年的工伤康复及手外科康复服务。 基于虎门

医院神经康复服务的巨大需求，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与虎门医院在 2011 年 10 月签约开展为期一年的神

经康复发展顾问及人员培训服务，目地是提高虎门医院 OT 在神经康复的技术水准，提高上

肢康复，认知感知康复的成效;促进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帮助患者尽快回归家庭、工作和社

会。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每月派资深香港 OT到虎门医院临床指导，全面参与神经康复系统建设，包括

确定康复设备、工具、家俱、场地建设；制定临床流程，医疗处方规范，评估规范，治疗

规范；建议医疗康复专案、收费标准、人员分工等等；积极参与脑卒中、脑损伤术后康

复治疗，提高该院 OT 在神经康复的广度和深度；列席参与日常查房和评价会，制定短期、

中期和长期全面治疗方案，促进患者尽早恢复日常独立生活能力。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OT与虎门医院员工展开工作会议 



 

   

香港 OT除了提供神经康复顾问服务以外，更加专注于康复人员培训。 我们相信有高新技术的康复

人员，才可以创造和产生优良康复郊果。在合作期间，香港职业治疗学院在虎门医院举办了共八天脑卒

中康复培训班，虎门医院康复科医生、治疗师及护士都接受最新的神经康复理念和技术，加

强他们对神经康复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康复人员临床技术水准。 香港 OT每月定期到虎门医

院进行临床指导，与虎门医院治疗师一起为患者提供治疗服务。透过个案讨论，虎门医院治疗师更加容

易学习香港治疗师的临床技术。 除此以外，虎门医院还陆续派了一批 OT 到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作业

治疗部门学习，她把香港神经康复新技术带回虎门医院，大大提升虎门医院康复技术。

另外，  虎门医院康复医师和治疗师亦参加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举办的 2012 国际作业治疗

研讨会，他们学到了神经康复最新发展，同时还参观香港医院神经康复服务、个案管理

等，增强神经康复的认识，提高治疗水准。  

 

  

 

模模模 拟拟拟 起起起 居居居 室室室 ---    自自自 我我我 照照照 顾顾顾 及及及 家家家 务务务 训训训 练练练    模模模 拟拟拟 厨厨厨 房房房    –––    煮煮煮 食食食 训训训 练练练    

模模模 拟拟拟 厕厕厕 所所所 ---    如如如 厕厕厕 洗洗洗 澡澡澡 辅辅辅 助助助 工工工 具具具  电电电 脑脑脑 程程程 式式式 ––– 记记记 忆忆忆 及及及 智智智 能能能 训训训 练练练  

治治治 疗疗疗 技技技 巧巧巧 手手手 法法法 临临临 床床床 示示示 教教教  



  
                                   

 

  
   

 

 经过一整年合作，虎门医院神经康复技术，特别是 OT 治疗师，不论是在上肢、下肢、

认知和感知康复治疗，都有很大提升。 OT 治疗师更开展了为患者出院做预备、提供辅助

工具、家访等服务。 在今年 11 月举办合作成果发报会上，虎门医院 OT 治疗师发表个案

报告，受到到场嘉宾教授、专家和医院领导一致好评。此外，香港 OT 在参与虎门医院项

目过程当中，增强对国内医疗康复服务的了解，明白国内患者的需要和期望，为以后 OT

在国内的发展和推广累积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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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项目之发展小结 
吴欣丽  

那是六月份的一个早上，因错失了 6 月 16 日的合同签订仪式及参观，我唯有另选时间，打算一个

人独自往南澳医院走一趟。此行的目的是跟治疗师会面，初步了解南澳医院职业治疗部的运作及环境。

去时，幸好有王琳的陪伴，那一小时左右的车程可以帮忙练习一下我的普通话，更让我开心的是，接我

们的徐医生，白话了得，心想以后跟南澳医院的合作，语言障碍应该少一点。从家中出发前往南澳，车

程起码也得两小时，在这两小时中，我心中开始盘算着这次合作

计划的细节。这跟虎门医院项目一样，是一个为期两年的合作计

划，我们都是希望能在合作中推动职业治疗在内地脑卒中康复服

务的发展，及提高治疗的水平。不同的是，我们希望在南澳医院

推动社区康复，强化出院前在家居的预备和功能的提升，实实在

在将肢体康复，应用在生活技能上。亦主张出院后病人在社区的

持续支援，残联便是此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伙伴。走过高速公路，

眼前的风景越来越优美，徐医生开始滔滔不绝，说着他在南澳的

工作点滴，让我对南澳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当然我心里还是有

对这计划执行的各类担心并在脑海中思考着应变计划，心情异常

紧张呀！ 

依着之前掌握的虎门医院的经验及我们这次合作班底（水

哥、刘慧莉、吴子恒及我）的默契，我非常有信心与南澳的合作

计划可以顺利进行并达到脑卒中康复教学的目标。但要加强社区

康复，其中认知训练、家居政策、生活重整及辅具应用，必须为

培训之重点，理论与实践兼顾，以达到完美结合。因此请来了不

同的专家，如李美旋小姐，叶志斌博士，刘家梁先生，Peterson，

冯浩安先生等等优秀人员加入教学团队，他们每人都有丰富的前

线经验，势必为南澳的治疗师提供最佳的指导。 

今年的课题已如期进行，包括脑卒中的康复概论和上肢及自我照顾训练，同学们反应很好，尤其他

们的执行力非常了得，这亦多亏他们领导陈医生的激励，使得他们很快便制成上肢功能评估表及用具，

效率非常高。在课程当中，我们的团队亦与陈医生及护长讨论病人在社区面对的问题，解决办法等等，

讨论过程中，亦令我们一班香港治疗师重新思考日常工作的漏洞和改善方向，我觉得此计划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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