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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辉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重建生活为本

康复理念包含一套

理论体系、一套文化

价值体系和一套运

作模式。而理论体系

和运作模式是建基

于文化价值体系。 

重建生活为本

康复文化价值体系

由信念、愿景、使命、

核心价值和患者宣

言五部分组成。信念

说明崇尚的精神、提

供方向与能量，愿景

勾画长远目标和境

界，使命解释具体行

动策略及方法，核心

价值阐述行事的优

次及判断是非的标

准，亦是愿景、使命

的动力和精神源泉。 

 

信念 

 

我们相信，人天

生具备求生存、求能

力、求成长的本能，

并有追求成功、愉快、

幸福及有意义生活

的欲望。患者即使是

面对长期功能障碍，

维持幸福、愉快生活

的本能的欲望是仍

然存在的。这些本能

欲望可能因受到症

状和病后失败的经

历打击，而受到压抑，

但是可通过引导及

成功的经历重新点

燃，可通过学习新的

生活技巧、调节个人

期望及生活环境，以

减轻功能障碍对生

活的影响。 

患者即使有一

些长期功能障碍，但

仍然拥有一定程度

的能力，可根据自已

的家庭条件及发病

前的爱好和生活方

式，重新建立一套愉

快的、能维持身心健

康的生活方式。身心

健康生活方式是因

人而异的，但都有两

个重要元素：第一，

有比较充实的生活

内容，有足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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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正面情绪、思想和感受。第

二有足够的机会，可以为家庭和

社会做一些事情、作一些贡献。 

 

愿景 

 

在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理

念指导下，作业治疗的最终目标

已超越协助患者功能恢复，也超

越促进独立生活，而是指向一个

更高的层次。我们的愿景是要协

助所有服务使用者“重建成功、

幸福、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

式与其他模式的主要分别之一。 

 

使命 

 

协助服务使用者重建成功、

幸福、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并不是一个梦想，也不是一个口

号，而是一个实在的终极目标。

是以科学为基础，有条有序的，

在患者重建生活的每一个步骤，

提供具体的、针对性的作业治疗

服务而达至的目标。重建生活为

本作业治疗运作模式及内涵可以

在服务使命总结下来：“引导患者

发掘自身长线、隐性、真实的需

求，按照科学的预定路径，利用

生活化的训练活动及场景，提升

生活能力及生活意志，调节人际

及生活环境，重建成功、幸福、

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以维

持身体及精神健康。” 

使命中的六句话，总括了重

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模式的步骤、

内涵、及理论基础。也概括了服

务的短、中、长期服务目标。每

一句都以动词为首，彰显以行动

为出发点，以达至重建成功、幸

福、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以维持身体及精神健康的最终目

标。 

 

核心价值 

 

透过多年的累积和沉淀，重

建生活为本康复理念体系建立了

文化价值观，可概括在十六组价

值内涵里，包括：尊重包容、科

学理性、乐观豁达、适应赋能、

充实多元、独立自强、自信希望、

突破超越。我们鼓励康复人员大

家在发展重建生活为本服务及硬

件的同时，亦要同步发展相应的

科室文化价值，把这些文化及价

值融入日常服务中，为治疗注入

生命，为训练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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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 

 

为更有效向患者传递重建生活为本康复理念，我们以患者第一角

度，把理念的精髓，总结为重建生活为本患者宣言，可让大家朗读，

加强印象，促进身心力行。宣言由六句话组成，每句皆以一动词为首，

强调患者主动主导重建生活的过程：“我们愿意接受慢性症状及功能

障碍的事实，排除思想、情绪、人际及环境障碍，充分利用自己拥有

的能力及可掌握的人际、经济和社会资源，学习及实践适应性生活策

略及方法、并养成习惯，培养新的生活态度及目标，增加愉快及有意

义的生活内容，重建成功及快乐的生活方式。” 

   

 

作业治疗管理文化 

 

一套清晰的价值理念是基业长青的灵魂，理念的根基和不断创新

发展源于底蕴深厚的核心价值文化。 

重建生活文本理念的成长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

过程。从 2015 年正式面世至今已有三年多，始终坚持以“传承核心

价值文化，推崇作业治疗使命，倡导作业治疗回归本位”为目标，帮

助专业人员提升康复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普罗大众，重建成功幸

福愉快及意义生活。 

重建生活为本理念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动态的渐

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是可以真正践行的，对一个专业的发展起着

无可限量的作用，包括： 

（1）整合。康复医学科涵盖人员众多，康复治疗团队包括康复医师

（physiatrist）、物理治疗师（PT）、作业治疗师（OT）、言语矫正师（ST）、

心理治疗师、假肢与矫形器师（P&O）、文体治疗师（RT）、社会工作者（SW）

等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能够协调群体成员的行动所发挥的作用，有效地沟通，

消除隔阂、促成合作。 

（2）导向。在一个组织结构中，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以目标为前提的

存在，人与人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和目标，从而拥有不同的权利和资源。

共享文化可以提供一种科学的、全体员工所认同、所遵循的工作思路和方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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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自己的职责和行为是否适宜，才能够倾向于选择有效的行动，这就是科室文化

对行为的导向作用。 

（3）维持秩序。价值观作为一把标尺，时刻衡量着我们自身的存在意义和

行为方式。经过以往共同工作及临床经验的积累，大家认为是合理并被普遍接受、

被认可和被遵从的，这也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形成。这是科室康复文化维持工作秩

序的功能。 

（4）传续。文化的载体是产品，同样重建生活为本康复文化体系也

根植于康复服务产品，一种好的产品经过不断创新和优化，可以源远流

长，经久不衰，须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能够享受、有延伸价值、长期受

益、促进和维持身心灵健康等，这也就彰显了康复文化的传续功能。 

 

重建生活为本理念文化体系

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内和不同的层

面发挥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无

论个人还是人类，物质再繁荣，

生活再舒适，如果精神流于平庸，

灵魂变得空虚，就绝无幸福可言。

而生生不息、刚韧富有生命力的

文化是支撑人的精神支柱。 

重建生活为本理念体系中提

出“新 OT 三宝”，即访谈、作业

活动和环境调适作为作业治疗三

大核心治疗手段。其中环境调适

也是理念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体

现之一，包括康复科室管理文化

和作业治疗室文化：

 

治疗师及病人构成康复治疗室的人际环境。当中，治疗师对构建

这些人际环境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作业治疗理念指导下，治疗师团

队可尽力构建有利患者认真积极参与治疗训练的人际环境，具体可参

考下面建设： 

- 制定人际环境目标 治疗师主管带领团队认真思考、设计及维持治

疗室特定的人际环境，以促进疗效及服务效率。强调团队每一成员都要

清楚明白及尽职尽责传递及维持。 

- 制定清晰明确治疗时间表 以控制人流、节奏，提升治疗效率。 

- 坚持治疗室的功能 治疗不做康复治疗以外的事，以营造认真及专

注的治疗环境。 

- 限制治疗室人员 限制不必要人士进入治疗室，以保护患者隐私，

及减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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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自助自理氛围 鼓励患者自助自理，减少依赖，加强独立意识。

有时表面上影响活动及训练进度，但对患者重建能力及自信有莫大帮助。 

- 营造接纳氛围 尊重个人差异，认同个人选择，培养患者自尊自信，

促进对康复的责任感。 

- 表扬进步与成就 多留意患者的进步，表扬患者的努力，营造重视

奋斗促进突破、多于重视障碍与不足的氛围。 

- 多注重生活能力 康复中后期，治疗师多注重生活能力的重建，适

当减少强调基本功能缺欠。 

- 强调意志与能力同样重要 重建生活能力及重建生活意志是相辅相

成的，要营造有利重建信心及意志的人际环境。 

- 鼓励多谈未来生活 有些患者不愿面对现实，回避谈及长远生活。

营造鼓励分享未来目标与行动计划的人际环境。 

- 营造正面价值观 有技巧地让患者及家属明白预后功能水平，共识

预后生活目标，传递即使有某程度功能障碍，也可成功生活的信息。营

造追求重建成功愉快生活方式的价值观。 

 

治疗师都希望患者在家中运

用好在治疗室学到的生活技巧。

但往往发现患者回家后仍然依赖，

没有把能力用好。康复团队应好

好利用病房这个中途站，让患者

把在治疗室学到的技能先在病房

应用，并养成习惯，有利患者成

功过渡。 

 

 

科室及病房环境、特别是人

际及文化环境、本身就可以利用

为一种治疗及训练的媒体。康复

科室及病房管理有很多规章、制

度和流程，这些背后要有一套科

室上下人员公认遵守的价值观，

规章制度才会有真正的意义与价

值，可真正发挥促进患者养成习

惯的疗效。

 

文化来源于人，也服务于人。 

回归作业治疗本质，就必须回归到人的生活，必须源于对人性的

关怀，才更有意义。这是重建生活为本理念内核精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