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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生活為本  

 

 

 

 

 

 

 

 

 

 

 

 

 

 

 

 

 

 

 

 

 

 

 

梁國輝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 

 

重建生活為本

康復理念包含一套

理論體系、一套文化

價值體系和一套運

作模式。而理論體系

和運作模式是建基

於文化價值體系。 

重建生活為本

康復文化價值體系

由信念、願景、使命、

核心價值和患者宣

言五部分組成。信念

說明崇尚的精神、提

供方向與能量，願景

勾畫長遠目標和境

界，使命解釋具體行

動策略及方法，核心

價值闡述行事的優

次及判斷是非的標

準，亦是願景、使命

的動力和精神源

泉。 

 

信念 

 

我們相信，人天

生具備求生存、求能

力、求成長的本能，

並有追求成功、愉快、

幸福及有意義生活

的欲望。患者即使是

面對長期功能障礙，

維持幸福、愉快生活

的本能的欲望是仍

然存在的。這些本能

欲望可能因受到症

狀和病後失敗的經

歷打擊，而受到壓抑，

但是可通過引導及

成功的經歷重新點

燃，可通過學習新的

生活技巧、調節個人

期望及生活環境，以

減輕功能障礙對生

活的影響。 

患者即使有一

些長期功能障礙，但

仍然擁有一定程度

的能力，可根據自已

的家庭條件及發病

前的愛好和生活方

式，重新建立一套愉

快的、能維持身心健

康的生活方式。身心

健康生活方式是因

人而異的，但都有兩

個重要元素：第一，

有比較充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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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足夠的活動，

帶來正面情緒、思想和感受。第

二有足夠的機會，可以為家庭和

社會做一些事情、作一些貢獻。 

 

願景 

 

在重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理

念指導下，作業治療的最終目標

已超越協助患者功能恢復，也超

越促進獨立生活，而是指向一個

更高的層次。我們的願景是要協

助所有服務使用者“重建成功、

幸福、愉快及有意義的生活方

式”。這也是重建生活為本作業

治療模式與其他模式的主要分別

之一。 

 

使命 

 

協助服務使用者重建成功、

幸福、愉快及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並不是一個夢想，也不是一個口

號，而是一個實在的終極目標。

是以科學為基礎，有條有序的，

在患者重建生活的每一個步驟，

提供具體的、針對性的作業治療

服務而達至的目標。重建生活為

本作業治療運作模式及內涵可以

在服務使命總結下來：“引導患

者發掘自身長線、隱性、真實的

需求，按照科學的預定路徑，利

用生活化的訓練活動及場景，提

升生活能力及生活意志，調節人

際及生活環境，重建成功、幸福、

愉快及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以維

持身體及精神健康。” 

使命中的六句話，總括了重

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模式的步驟、

內涵、及理論基礎。也概括了服

務的短、中、長期服務目標。每

一句都以動詞為首，彰顯以行動

為出發點，以達至重建成功、幸

福、愉快及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以維持身體及精神健康的最終目

標。 

 

核心價值 

 

透過多年的累積和沉澱，重

建生活為本康復理念體系建立了

文化價值觀，可概括在十六組價

值內涵裡，包括：尊重包容、科

學理性、樂觀豁達、適應賦能、

充實多元、獨立自強、自信希望、

突破超越。我們鼓勵康復人員大

家在發展重建生活為本服務及硬

體的同時，亦要同步發展相應的

科室文化價值，把這些文化及價



 

郵箱（Email）：hkiot@hkiot.org     網頁（website）：www.hkiot.org 

 

 中華 OT 電子季刊 2018 年秋季刊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值融入日常服務中，為治療注入 生命，為訓練賦靈魂。

 

宣言 

 

為更有效向患者傳遞重建生活為本康復理念，我們以患者第一角

度，把理念的精髓，總結為重建生活為本患者宣言，可讓大家朗讀，

加強印象，促進身心力行。宣言由六句話組成，每句皆以一動詞為首，

強調患者主動主導重建生活的過程：“我們願意接受慢性症狀及功能

障礙的事實，排除思想、情緒、人際及環境障礙，充分利用自己擁有

的能力及可掌握的人際、經濟和社會資源，學習及實踐適應性生活策

略及方法、並養成習慣，培養新的生活態度及目標，增加愉快及有意

義的生活內容，重建成功及快樂的生活方式。” 

   

 

作業治療管理文化 

 

一套清晰的價值理念是基業長青的靈魂，理念的根基和不斷創新

發展源于底蘊深厚的核心價值文化。 

重建生活文本理念的成長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

過程。從 2015 年正式面世至今已有三年多，始終堅持以“傳承核心

價值文化，推崇作業治療使命，宣導作業治療回歸本位”為目標，説

明專業人員提升康復服務能力，更好地服務于普羅大眾，重建成功幸

福愉快及意義生活。 

重建生活為本理念文化價值體系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是動態的漸

進的不間斷的發展過程，是可以真正踐行的，對一個專業的發展起著

無可限量的作用，包括： 

（1）整合。康復醫學科涵蓋人員眾多，康復治療團隊包括康復醫師

（physiatrist）、物理治療師（PT）、作業治療師（OT）、言語矯正師（ST）、

心理治療師、假肢與矯形器師（P&O）、文體治療師（RT）、社會工作者（SW）

等等。共同的文化價值觀能夠協調群體成員的行動所發揮的作用，有效地溝通，

消除隔閡、促成合作。 

（2）導向。在一個組織結構中，人與人之間是一個以目標為前提的

存在，人與人應該承擔各自的責任和目標，從而擁有不同的權利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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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文化可以提供一種科學的、全體員工所認同、所遵循的工作思路和方式，明

白自己的職責和行為是否適宜，才能夠傾向於選擇有效的行動，這就是科室文化

對行為的導向作用。 

（3）維持秩序。價值觀作為一把尺規，時刻衡量著我們自身的存在意義和

行為方式。經過以往共同工作及臨床經驗的積累，大家認為是合理並被普遍接受、

被認可和被遵從的，這也意味著某種秩序的形成。這是科室康復文化維持工作秩

序的功能。 

（4）傳續。文化的載體是產品，同樣重建生活為本康復文化體系也

根植于康復服務產品，一種好的產品經過不斷創新和優化，可以源遠流

長，經久不衰，須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能夠享受、有延伸價值、長期受

益、促進和維持身心靈健康等，這也就彰顯了康復文化的傳續功能。 

 

重建生活為本理念文化體系

在它所涵蓋的範圍內和不同的層

面發揮著主要的功能和作用。無

論個人還是人類，物質再繁榮，

生活再舒適，如果精神流於平庸，

靈魂變得空虛，就絕無幸福可言。

而生生不息、剛韌富有生命力的

文化是支撐人的精神支柱。 

重建生活為本理念體系中提

出“新 OT 三寶”，即訪談、作業

活動和環境調適作為作業治療三

大核心治療手段。其中環境調適

也是理念文化體系的一個重要體

現之一，包括康復科室管理文化

和作業治療室文化：

 

治療師及病人構成康復治療室的人際環境。當中，治療師對構建

這些人際環境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作業治療理念指導下，治療師團

隊可盡力構建有利患者認真積極參與治療訓練的人際環境，具體可參

考下面建設： 

- 制定人際環境目標 治療師主管帶領團隊認真思考、設計及維持治

療室特定的人際環境，以促進療效及服務效率。強調團隊每一成員都要

清楚明白及盡職盡責傳遞及維持。 

- 制定清晰明確治療時間表 以控制人流、節奏，提升治療效率。 

- 堅持治療室的功能 治療不做康復治療以外的事，以營造認真及專

注的治療環境。 

- 限制治療室人員 限制不必要人士進入治療室，以保護患者隱私，

及減少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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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自助自理氛圍 鼓勵患者自助自理，減少依賴，加強獨立意識。

有時表面上影響活動及訓練進度，但對患者重建能力及自信有莫大幫

助。 

- 營造接納氛圍 尊重個人差異，認同個人選擇，培養患者自尊自信，

促進對康復的責任感。 

- 表揚進步與成就 多留意患者的進步，表揚患者的努力，營造重視

奮鬥促進突破、多於重視障礙與不足的氛圍。 

- 多注重生活能力 康復中後期，治療師多注重生活能力的重建，適

當減少強調基本功能缺欠。 

- 強調意志與能力同樣重要 重建生活能力及重建生活意志是相輔相

成的，要營造有利重建信心及意志的人際環境。 

- 鼓勵多談未來生活 有些患者不願面對現實，回避談及長遠生活。

營造鼓勵分享未來目標與行動計畫的人際環境。 

- 營造正面價值觀 有技巧地讓患者及家屬明白預後功能水準，共識

預後生活目標，傳遞即使有某程度功能障礙，也可成功生活的資訊。營

造追求重建成功愉快生活方式的價值觀。 

 

治療師都希望患者在家中運

用好在治療室學到的生活技巧。

但往往發現患者回家後仍然依賴，

沒有把能力用好。康復團隊應好

好利用病房這個中途站，讓患者

把在治療室學到的技能先在病房

應用，並養成習慣，有利患者成

功過渡。 

 

 

科室及病房環境、特別是人

際及文化環境、本身就可以利用

為一種治療及訓練的媒體。康復

科室及病房管理有很多規章、制

度和流程，這些背後要有一套科

室上下人員公認遵守的價值觀，

規章制度才會有真正的意義與價

值，可真正發揮促進患者養成習

慣的療效。

 

文化來源於人，也服務於人。 

回歸作業治療本質，就必須回歸到人的生活，必須源於對人性的

關懷，才更有意義。這是重建生活為本理念內核精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