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患者關於其居住的社區中適合參與的活動資訊。有時患者在參與活動時可以

建議找陪伴者在身邊，使活動更可行（見圖 12-13）。 

八、壓力處理   

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空氣的感覺是令人相當害怕的，當患者感覺到快呼吸不過

來時常會驚慌失措，此時治療師應教導患者如何處理突如其來的呼吸短促，以降

低恐懼感。當呼吸困難情況發生時將身體往前傾斜，雙臂擺放於桌面上，讓膈肌

較易呼吸，同時搭配前面提過的呼吸技巧，幫助患者放慢呼吸的步調。另外教導

患者關於處理壓力的技巧，幫助患者以心理想像當情況發生時如何能讓自己平復

下來。 

由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嚴重威脅患者的健康問題，因此在計畫作業治療介入

時需要相當注意。在早期活動中需以血氧計監測血液中的氧含量，若患者血氧濃

度低於 90%，則需考慮提供氧氣。活動當中及時測量患者心血管或肺臟對運動的

反應。關於心肺疾病訓練中的禁忌及注意事項也都應整合在治療計畫中。 

 

 

老年性骨關節炎的作業治療 

陳娟（撰），朱毅（校） 海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骨關節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種慢性關節疾病，也稱骨性關節病或

退行性關節病，其最主要的特點是疼痛和關節功能減退，多發生在中老年人群，

女性多於男性。預計到 2020 年，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和人口老齡化，OA 將成

為第四位致殘原因。骨關節炎在≥ 40 歲的人群患病率為 10％-17％，＞60 歲

的人群患病率為 50％，而＞75 歲以上人群則高達 80％。骨關節炎的發生主要



與人體機能退化、過度肥胖、炎症、創傷、關節過度使用、代謝障礙及遺傳等因

素有關，好發於負重大並且活動較多的關節，如髖、膝、手(遠端指間關節、第

一腕掌關節)、足(第一蹠趾關節、足跟)、脊柱（頸椎、腰椎）等關節。 

在老年群體中，骨關節炎的發生的影響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並嚴重影響了

老年人的生活品質。老年性骨關節炎的作業治療主要目的是幫助患者預防併發

症，減少疼痛，維持關節活動度和提高生活品質。 

1 作業治療在早期骨關節炎中的作用 

（1）預防關節的廢用和改善睡眠  骨關節炎發生的早期，關節出現腫脹，

疼痛並影響睡眠，關節活動受限等症狀，患者通過減少關節活動來減輕疼痛。早

期的作業活動可以使患者減輕疼痛，增加關節的活動，改善因疼痛引起的睡眠障

礙和預防關節廢用。 

（2）ADL活動能力訓練和功能鍛煉維持關節正常的活動範圍，提高 OA患者

參與日常生活的能力，減輕疼痛並增加 OA 患者外出活動機會，維持或改善患者

的交際能力。 

（3）幫助患者儘早回歸家庭和回歸社會。 

2 老年性骨關節炎的作業治療評估 

（1）ICF（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評定，評定身體功能和結構的損害

（疼痛、活動度、肌肉力量減弱、協調功能減退），評定活動功能的受限程度（移

動、抓握物體、日常活動）和參與受限（職業表現、家庭關係、娛樂和休閒、社

交生活），情境因素的改變（環境和個人因素—健康行為、應對策略、併發症、

年齡和性別）和生活品質。 

（2）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評估  使用改良 Barthel 指數評估老年人日常生活



能力，發現老年人在必須的日常生活活動中是否存在困難，使用功能獨立性評定

評估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括約肌控制、轉移、行走，交流和社會認知，發現問題，

並制定幹預措施。功能獨立性評定涵蓋了改良 Barthel指數的評定內容，另有對

交流能力和社會認知方面的評估。 

（3）關節疼痛評定：疼痛會影響人的情緒、心理和生活滿意度。評估老年

人的疼痛，並針對性制定緩解疼痛或治癒疼痛的方案，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 

疼痛的評定包括 McGill疼痛問卷（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和視覺類比評

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4）社會功能和居住環境的評估  主要包括了患者的經濟情況，家庭成員

等社會支援系統，明確可以照顧和支援患者的人員，瞭解照料者的心理和經濟負

擔情況。 

（5）心理評估 老年患者容易因自身機能的減退和身份的轉變，產生焦慮、

憂愁、不安等消極的情緒，進而出現食欲不振、睡眠障礙等問題，進一步地影響

其身健康，出現惡性循環。 

（6）關節活動範圍、神經、肌肉的評定：採用目測或器具測定關節活動的

範圍、肌力、肌張力、耐力、深淺感覺、本體感覺的評定。 

（7）平衡能力、移動能力和跌倒風險的評估 下肢骨關節炎的患者，可能存

在平衡能力下降、移動能力受限和跌倒風險增加，使用 Berg 平衡量表，移動能

力評定(modified rivermead mobility index,MRMI )量表，MORSE跌倒評估表(表

-1)、Hendrich跌倒風險評估表評估患者的平衡能力、移動能力和跌倒風險，制

定相對應的治療措施。 

 



表-5 MORSE跌倒評估表 

 

3 老年性骨關節炎患者的作業治療方法 

（1）急性期的炎症治療  急性期的骨關節炎患者主要表現為紅、腫、熱、

痛,此時期可適當的休息和減少患側關節的負重活動，進行一些物理因數療法，

如冷療。疼痛最明顯時可採取臥床或使用輔助器具等措施減輕疼痛。但長時間的

評定的日期         

時   間         

病 人 曾 跌

倒（3月內）

/視覺障礙 

沒有=0 

有=25 
        

超過一個 

醫學診斷 

沒有=0 

有=15 
        

使 用 助 行

器具 

沒有需要=0 

完全臥床=0 

護士扶持=0 

丁形拐杖/手杖=15 

學步車=15 

扶傢俱行走=30 

 

        

靜脈輸液/

置管/使用

藥物治療 

沒有=0 

有=20 
        

步態 

正常=0 

臥床=0 

輪椅代步=0 

乏力/≥65歲/體位

性低血壓=10 

失調及不平衡=20 

        

精神 

狀態 

瞭解自已能力=0 

忘記自己限制/ 

意識障礙/躁動不

安/溝通障礙/睡眠

障礙=15 

        

得 分         



制動或過多休息會引起關節僵硬,肌肉萎縮,因此適當的活動有利於血液迴圈,預

防關節僵硬和肌肉萎縮。在此時期選擇避免關節疼痛加重的活動，手 OA 患者急

性期，採取物理因數治療的同時，增加手指的關節活動，比如簡單的抓握訓練和

手指的內收外展訓練，有利於維持手指的關節活動度。 

（2）疼痛和活動受限的治療  復雜的日常生活活動會加重 OA患者的關節壓

力，OT 治療的目的是簡化日常生活的活動和工作，減輕關節的壓力，調整肌肉

的力學方式、使關節受壓減小達到減輕關節疼痛的目的，並在日常生活中訓練防

止 OA的復發。有一項系統回顧和 Meta分析指出，相應的物理治療和作業治療的

幹預對 OA患者的疼痛恢復有一定的效果。 

（3）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下降、肌張力增高的治療  主要的原因是疼痛減

少了活動量導致了肌肉的廢用性肌萎縮；張力增高或反射性痙攣影響了肌肉正常

的活動，進而導致肌力降低。 從解剖-生理層面，主動肌和拮抗肌的協調用功，

可以更好地增強肌力，降低肌張力，維持關節的穩定性。作業治療目的是通過作

業活動分析，對患者所期望恢復的合理目標進行動作分析、制定治療思路、計畫

執行等， 使用正確、科學、適度的作業活動，保持肌肉的靈活性，並保持適當

的肌力及張力。 

（4）日常生活活動的訓練 由於疼痛，肌力和肌肉耐力下降，導致日常活動

能力減退。合理有效的作業活動可以提高 OA患者的 ADL 能力，維持患者的關節

活動度，減少關節疼痛，增加患者的信心。 

（5）膝關節炎治療 膝關節 OA好發的部位。膝關節炎患者可進行有氧活動。

有氧活動包括行走、慢跑、蹬功率自行車、打太極拳等，是一種持續時間較長的

耐力性運動，運動強度一般是低中等強度。OA 臨床指南中，髖和膝 OA 患者主



動進行有氧運動幹預方法的循證等級為Ⅰa 級，已有隨機對照試驗的系統綜述證

實。以步行活動為例，步行的速度和強度以自身耐受為標準，根據自身的情況逐

漸增加訓練強度，訓練的頻率為每週 3~5 次，每次持續 20～60 分鐘。有氧運動

訓練可以減小下肢負荷，從而起到減輕疼痛的作用。 

4 合理飲食和體重管理  

不良的飲食習慣，飲食不規律等對體重的控制有非常大的影響。體重過重，

加重了關節的負擔。減輕體質量是 KOA 患者減輕疼痛和減少殘疾的 1a 級證

據，國際骨關節炎研究學會（OARSI）強烈推薦減輕體重。基於 Meta 回歸分析

發現，殘疾會因患者體質量減輕超過 5.1%得以明顯改善。減輕體重是最有效的

非藥物幹預措施，包括脂肪和熱量的限制。 

5  能量節約技術   

改造家庭環境，適應疾病需要；使用合適的輔助裝置或者在最佳的體位完成

ADL活動；勞逸結合；保持良好姿勢；對於病變關節，可在消除或減輕重力的情

況下進行，使用能量節約技術，可以提高完成 ADL活動的效率，並且可以在活動

中更好的保護病變關節。 

6心理情緒管理  

大多數的 OA 患者都會存在抑鬱、焦慮的狀態。適當的進行心理輔導和心理

支持療法，為患者解釋疾病的發病機制和治療原理，使患者明白只要堅持就好的

結果，有助於預防和控制疼痛和關節活動障礙。相反不良的情緒會導致病情沒有

好轉甚至導致病情加重。讓患者減輕或者消除焦慮心理，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疾

病。在精神運動康復中，良好的情緒管理可以給自己帶來信心，去嘗試和適應疾

病後新的情境，獲得基本的安全保障，並通過實際的情境良好的調整和改善自己。 



總結 

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的生活水準和品質在不斷的提高，人類的平均壽命

不斷的延長，老年人在整個社會的人口比率也在不斷的增長，老年性骨關節疾病

也持續增多，老年性的骨關節疾病嚴重影響著老年人的生活，降低了老年人的生

活品質。作業治療從疾病的發生發展，軀體功能，心理情緒，社會功能方面來治

療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更重要的是，作業治療在疾病早期介入，使患者的

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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