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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生活為本理念實踐：脊髓損傷個案分析 

楊碧珊 

美國克瑞頓大學康復科學碩士 

剛剛從事作業治療，

非常榮幸的接觸到了梁

國輝老師的“重建生活

為本作業治療理念”，

讓我明白了真正的 OT，

如何做到真正的 OT。在

一年工作中實踐著這套

模式，讓我慢慢地體會到 OT 的角色和力量。 

重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核心概念在於“新 OT 三

寶”，OT 的角色是引導者， OT 是干預者，OT 堅信

可以協助“所有服務物件都能夠重建成功、幸福、

愉快、有意義的生活”。 

以下就我經歷的兩位脊髓損傷患者個案與大家

分享重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理念的實踐經驗。 

 

案例一 

 

 

 

 

 

 

 

 

 

 

 

 

 

 

 

 

 

 

 

 

H先生，34歲，脊髓損傷（C4-C5

頸髓動靜脈畸形破裂術後）C6脊髓

損傷 B型。 

他原本是一位 IT行業部門負

責人，家中有父母和兩個弟弟，住

院期間由母親和三弟陪同。 

術後半個月他來到我們部門接

受作業治療。每天躺在床上，能動

的只有雙上肢的肘以及左側微弱的

腕部。透過宣教，他慢慢瞭解了脊

髓損傷的基本知識，對於醫生的

“判刑”，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

受，根本不能接受坐輪椅，他相信

自己能夠站起來。 

初次訪談：瞭解到他的日常生活需

求和願望，達成共識目標，制定了短、

中、長期目標和康復訓練計畫。 

在治療當中鼓勵他做更多自理的活

動，協助他使用生活小輔具，包括 C 型

手柄牙杯、手機支架、輪椅配備、輪椅

防滑手套，同時給與上肢力量、手功能

的誘發及靈活度訓練、坐位平衡、還教

會他協助下轉移、輪椅技巧訓練。 

 

 

第二次訪談：瞭解到他回家後發現

還是有很多障礙，但他自己認為練習之

後是可以完成的。對於未來還是希望能

夠從事 IT 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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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治療計畫制定： 

 

我們共同制定了三條路線目標： 

 

 

 

 

 

 

 

 

 

除此之外對照顧者也達成了照顧目標，包括輔助減壓、輔助轉移、體位擺放、

飲水量控制等。在治療時間內我們將重點放在前兩部分，而最後一部分則通過建

議和聊天追蹤。 

 

 

 

 

 

經過一個月作業治療後，重新做

了評估：手功能的靈活度、肌力有進

步，FIM 評定進食、洗漱、穿衣及轉

移項分數提高，結論由中度依賴進步

至輕度依賴。而在此期間他在照顧者

的陪同下坐地鐵外出都沒有問題，每

週至少一次餐廳就餐，平地驅動輪椅

以及上下緩坡都能夠獨立完成。此

外，在一次園藝小組活動中我們運用

“自我效能感自評量表”，用於評估

該作業活動的療效，結果樂觀。 

1.肢體功能上

加強手指的控

制能力和軀幹

控制 

2.生活能力上提高

穿衣褲速度，獨立

床-椅轉移，掌握平

地輪椅操作技巧 

3.社交娛樂上保持與朋友的聯

繫，持續關注 IT 行業的動態，學

習感興趣的領域和保持有看電

影、漫畫、下棋的興趣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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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效能感自評量表） 

 

階段治療後的訪談：我們回顧了治療的過程和內容，一個月前定的目標已基

本完成，提及到對未來的生活規劃，他希望加強生活能力，自己能開發一個小程

式。“生活還是很美好的”他發出的感慨，證明他重燃希望和對未來的追求。 

 

環境調適： 

手功能訓練                             打字速度訓練 

 

 

 

 

 

 

 

對於 H 先生，處於住院中期治療階段，在治療過程中不斷挖掘其需求，再給與及時

的干預，包括輔具自助具使用、家屬的宣教。家屬在整個作業治療過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角色，配合到計畫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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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床獨立轉移練習 

長坐位穿衣速度練習 
輪椅平地驅動技巧 

（加速、急刹、後退、轉彎） 

穿褲子速度練習 獨立操作輪椅外出 

輪椅上下坡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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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S女士，35歲，脊髓 T9-11骨巨

細胞瘤切除術後 3年，T11脊髓損傷 A

型。 

她原本是一位熱愛生活、熱愛舞

臺、不甘於向不幸低頭的酒店經理，

事業有成，生活多姿。卻因命運的安

排，失去了獨自行走的能力，暫別了

她熱愛的舞臺。住院期間由護工照

顧。 

在病後的前兩年，在其他醫院接

受綜合康復治療，作業治療部分負責

她的軀幹力量練習以及基本的日常生

活能力訓練，自己可再輪椅上穿脫衣

服、褲子、洗漱，床-輪椅、輪椅-椅-

之間轉移，借助電動輪椅能在平地和

平緩的坡移動自如，穿戴長支具使用

助行架能進行短距離的治療性步行。

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動是輕度依賴，（洗

澡、導尿、穿鞋襪需要幫助），複雜的

日常生活活動比如做家務、外出購物、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沒有嘗試過。 

 

訪談評估： 

在第一天我對她進行了訪談以及

一系列的作業治療評估，然後給她看

了一個真實記錄的視頻，視頻裡的女

主角是香港的一位車禍導致的脊髓損

傷患者，受傷後 20 年，病情比她嚴重，

但她憑著對生活的熱愛，現在自己能

夠一個人生活，去旅遊、跳傘、參加

各種慈善機構，為大眾分享經歷，激

勵身邊的病友。她未來計畫是想做點

自己喜歡的事情，渴望能從以往站立

的角度完成一些作業活動，但目前她

還不確定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到。

 

 

在輪椅上穿鞋襪的技巧、模擬家

務練習、手動輪椅的技巧

練習（摔倒後如何保護自

己、如何重新回到輪椅上、

跨越路面障礙、上下坡）、

她接受了我的建議開始嘗

試自己洗澡，向護士學習

控制飲水量，學習自主導

尿。加強軀幹控制能力。 

 

 

 

在出院前一個月她購買了邦邦機

器人（專為截癱患者站立

設計，重圓他們站著看世

界的夢想），我們又進行

了從起床穿戴機器人到

洗漱和烹飪的訓練，我對

床、灶台、洗手池、櫥櫃

等的高度尺寸進行測量，

最後給到她一份新居裝

修設計建議。 

 

作業活動

的設計、

實施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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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日常生活技巧鞏固練習 在輪椅上進行物品清洗活動 

環境調適： 

對於此個案，她上肢和手功能沒有受損，

根據她的需求，給她建議配備了一個可以隨身

攜帶的拾物夾，能夠取到高處和地上的物品。

另外最重要的是新居設計的建議，由於房子還

沒有開始裝修，我們可以根據在治療室類比了

作業活動之後測量適合的資料以及記下一些

注意事項，以更適合她將來的生活。 

在出院前，她在病房可以完全獨立一個人

生活，包括清潔衛生、洗衣服，可以驅動電動

輪椅外出購物用餐，有自己的微店。 

離開醫院已經有 5 個多月，跟蹤隨訪，她

生活的很愜意。大部分時間她都是一個人在

家，經常邀請朋友們來家做客，在邦邦機器人

上做飯給他們吃，可以在朋友陪同下去逛公

園。她還做起了直播，在個人帳號上上傳了許

多她平日鍛煉、做家務的日常視頻，給遭受著

不幸的患者傳遞正能量。直播和微店也能為她

提供一些經濟來源。最近她加入了青海西寧脊

髓損傷患者組織，病友教會她一些運動輪椅比

較複雜的技巧。目前參與青海地區組建基金

會，説明更多的病友。嘗試報名參加北京獨立

生活訓練營。我們一直保持聯繫，我告訴她這

篇文章的存在，她非常開心，十分支持。我期

待她帶來更多的好消息！ 

治療室與病房使用輔具進行家務活 

輪椅摔倒保護及坐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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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跨越障礙訓練 

模擬烹飪 

在青海西寧一個人生活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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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如此感言，“作業治療總是在我需

要做，想做一些事情的時候為我提供方法。

我說做出院準備，治療師就教我各種自己在

家需要完成的技能；我說有次輪椅後傾嚇到

我，她就教我練習輪椅摔倒後自我保護及如

何起來；我說回家需要家庭改造，她就暖心

地將每一個能想到需要環境改造的地方寫下

來。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不幸的，可是我又是

那麼幸運，總是遇到這樣那樣讓我心裡倍感

溫暖的人。”生病以前，在朋友眼中，她是

有著穩定工作，愛旅遊、愛舞臺的才女，生

病之後，作業治療陪伴她渡過最艱難最沒有

信心的日子，重新帶她看到生活的美好，教

會她以新的方式投入到生活的懷抱。 

在家做飯 

與組織裡的朋友一起出行 參加青海脊髓損傷協會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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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案例中，OT

的角色是觀察者、引導

者、也是生活教練，和脊

髓損傷的患者共同面對

障礙，用專業的干預手段

做許多評估、觀察、訪

談，找到他們的需求，再

一同用許多代償或代替

的適應性方式來跨越障

礙，脊髓損傷的患者重新

看到未來生活的希望。但

不僅僅是脊髓損傷的患

者，OT 在面對任何在生

活上有困難的人都可以

重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理念指引更多新

的作業治療師認識 OT 本位，遵循真正 OT 之

道。在實踐重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理念以

來，我越發體會到 OT 的意義，當看到相處許

久的患者共同努力後有新的成果，由一蹶不

振到他們主動告訴你生活當中的一絲成就；

當他們由一直抱怨自己什麼都做不了到有一

天他們出院回家後給你發一些他們正在做一

些事情的小視頻，你深感欣慰，這也便是作

為 OT 的成就。 

特別感謝“重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理

念的創始人梁國輝老師，正是受益於這套理

念，我能得以在工作中不再迷茫，感受 OT 的

樂趣，並繼續深愛 OT。 

 
腦中風個案分析：重塑未來 

王振華 

濟南白雲醫院康復科作業治療師長 

蔣先生，48歲，病

前擔任一建築公司專案

經理，右利手，一年前因

言語不利伴右側肢體活

動障礙入當地三甲醫院

治療。 影像學診斷左側

基底節區、放射冠區、半

卵圓中心，顳葉腦梗死。

經 15天保守治療後轉社

區一家醫院康復兩月

餘，情況好轉不明朗，於

2017年 10月 16號來我

院進一步介入康復治療。 

初期，我們 OT 小組

對患者進行了評估： 

1.Brunnstrom 分期上肢三期，手三期；2.肌張力採用

Ashworth量表評定肘屈肌、腕屈肌、指間屈肌肌張力均為 2

級；3.坐位平衡三級，站立位平衡 2 級；4.生活自理能力採用

Barthel量表評分 60分；5.偏癱手功能評分為輔助手 C；6.深

淺感覺均減退；7.併發症 ：肩手綜合征 2期，肩疼指數 9/10

分（影響夜間睡眠）、肩胛骨下沉後撤；8.心理健康指數採用

瓦立克愛丁堡心理健康量表（中文簡短版）評分為 8分；9.身

心健康採用世界衛生組織身心健康指數評定為 0分。10.通過

訪談，患者情緒悲觀、有自殺傾向，瞭解到患者日常生活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