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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OT理念



作业治疗介绍(1991)

作业治疗的研究论文(1992)



工作内容
l照搬与现状——“水土不服”

l教育空白

l无学术组织

一、中国内地作业治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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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OT从业部门

工伤部门
（广东工伤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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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
康复专科医院、

社区）

残联部门 民政部门

学术团体
n中国康复医学会

n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n作业治疗学组（2011.10）

委员54人；除西藏、内蒙古、广西、贵州、陕西
、重庆）

n广东省康复医学会

n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2011.08）



OT理念及相关研究

学术会议
n“全国作业治疗论坛”（4届）
n“作业治疗技术高级论坛”（3期）



首届中国作业治疗论坛暨OT学组成立
（2011.10.27）（广东,从化）

顾问： Dr. Kit Sinclair、黄锦文
学组委员52名；组长1名；副组长6名
以治疗师为主；覆盖24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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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成立会场燕铁斌主委为学组主要成员颁发聘书

王跃进秘书长在OT学
组成立会议上讲话



OT学组成立的“会前工作坊”场面热烈

压力衣制作

低温热塑夹板的制作

脑卒中上肢训
练

第一届OT学组全委会

2011年10月27日



第二届中国作业治疗论坛
（海口，2012.06）

授课团队合影

“第三届全国作业治疗论坛”

第三届OT论坛会场 第三届OT学组全委会



第四届中国作业治疗论坛
（南昌，2014.10）

首届作业治疗技术高级论坛
l时间：2013.6.8
l地点：石家庄，河北以岭医院

l主题：工伤康复

l参加交流人数70多名
l黄锦文（香港）、梁国徽（香港）
为学员授课

指导工伤康复工作



第二届作业治疗技术高级论坛

l时间：2014.01.18
l地点：石家庄，河北以岭医院

l主题：作业治疗在内地的发展

l形式：首次采用“访谈”的形式与治疗师面对面交流，效
果良好！

l专家：梁国徽（香港）；闫彦宁（OT学组组长）

第三届作业治疗技术高级论坛
2014.06；河北以岭医院

Ø学组顾问、香港职业治疗学院黄锦
文会长进行“偏瘫上肢的作业治疗技
术”讲座并现场进行病例分析，演示
治疗过程
Ø刘志豪（香港）作业治疗师进行了
“环境改造技术”的讲座



作业治疗技术培训
n“全国作业治疗技术培训班”（ 3期）
n“全国作业治疗技术高级培训班 ”（ 1期）

首期全国作业治疗技术培训班
（2012.9；天津市人民医院）

授课团队

培训会场
（注册学员280人，覆盖了14个省市自治区）

主题：脑损伤患者的作业治疗技术



第二期全国作业治疗技术培训班
（2012.1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题：脑卒中的作业治疗治疗技术

注册人数80多名
培训班会场及学员合影 黄锦文会长授课

第三期全国作业治疗技术培训班
（2013.9；天津市人民医院）

台湾大学林克忠教授参与授课；注册学员200名



全国作业疗法高级培训班
（2014.9天津市人民医院）

参加培训学员150名；
香港理工大学邓健聪老师及OT
学组组长、副组长、委员授课

假肢矫形临床应用培训班
（2012.12；河北石家庄）



各地的培训活动
l卫生部康复治疗师培训计划（PT+OT）

10天理论+50天实习
l各地的培训活动

l康复的春天来了/康复的黄金十年

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大会期间与WFOT接触

(2013.06.16)

l围绕目前中国作业治疗国际化关键性议题进行了讨论

l主要内容：
l关于中国加入WFOT的方案
l关于中国作业治疗师的国际认证问题

l关于中国作业治疗开拓者的资质问题

l关于开展OT资格考试问题



会谈瞬间

林国徽副组长参加WFOT会议并发言
（2014.04）



在中国内地举办的OT国际会议
主题：中国大陆作业治疗专业的孕育

2005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
（中国.青岛） 中国有这么

多人在搞OT!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中国康复医学会
Chinese Associa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第三届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举办；香港理工大学；2012年2月）

内地注册参会代表100多人

参加研讨会的部分专家

会议期间WFOT前主席与南京师资培训班学员座谈

“内地作业治疗
发展论坛”场面
热烈！境内外
OT专家共同探
讨内地OT发展。

广东省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委会组织
的国际研讨会



“世界作业治疗师日”纪念活动
n发布平台有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QQ群、个人微博、

LinkedIn的Chinese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Facebook等征集作业治疗图片作品并评出4篇优胜作品

作业治疗教育
n中专及专科教育：康复治疗技术

n本科康复治疗学：康复治疗学
n“2+2”OT方向

n作业治疗专业教育标准编写

nOT硕士、博士课程



作业治疗教育国际化
n作业治疗课程认证：
n首都医科大学

n昆明医科大学

n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p南京医科大学

p福建中医药大学

p上海中医药大学

p南通大学

p佳木斯大学……

全国第二届康复教育大会
暨“天瑞杯”首届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技能大赛

（2012年8月，昆明）

学组组长、副组长负责出题、担任评委



“天瑞杯”第二届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技能
大赛（2014.8，福州）

南京OT师资培训班

第二届OT师资培训班 第三届OT师资培训班

第一届OT师资培训班

前三届由境外专家与国
内师资共同完成



第四届OT师资培训班（2014.07）由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

授课教师团队：
闫彦宁 李奎成 林国徽
胡 岱 戴 玲 朱 毅
危昔均 侯 红等。 四位评委在点评学员的小组汇报

授课教师“本土化”

第五届OT师资培训班5月开课



高层次的专业人员培养
n香港理工大学与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联
合培养OT硕士、博士课程

作业治疗教材与相关书籍

n已经出版：
n《常用康复治疗技术操作规范》（2012版）
n《物理治疗与作业治疗教学指南》

n康复治疗学专业用《作业治疗学》本科、专科教材

n……

n正在编写中
n《作业治疗学实训指导》

n《作业治疗技能操作手册》

n《作业治疗出院指导》

n……



作业治疗网站
n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www.carm.org.cn）BBS中OT板块

n中国作业治疗网（http://ot.gzrehab.com.cn/）（广东工伤康
复医院）

n作业治疗 - 减低障碍，提高参与（www.otworks.org）（OT
学组参与网站策划、编写）

“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报道学组活
动信息

http://www.carm.org.cn
http://ot.gzrehab.com.cn/
http://www.otworks.org


作业治疗相关期刊
n中华OT电子期刊（香港职业治疗学院与台湾、内
地作业治疗师联合定期出版，内部学术交流）

n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n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n中国康复

n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

n……

中国作业治疗论坛QQ群（248800693）
l2011年11月创立；

l群成员分布在全国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自治区、
直辖市；也有少数来自香港、台湾、澳门、日本、
美国等的国家和地区

l已经在群内完成讲课80多次

l及时发布学会信息；

l在群内组织讨论治疗师资格认证、治疗师培训、
作业治疗师现状调查

l宣传普及作业治疗知识、建立了作业治疗师之间
沟通和联系的桥梁



二、中国内地作业治疗的展望
n更多的从业人员

n成立国家二级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
委员会）

n更多院校的课程获得WFOT的认证、加入WFOT
n作业治疗学作为一个独立专业进行招生

n作业治疗专业期刊

致谢：
n WFOT前主席 Dr. Kit Sinclair、Sharon Brintnell等
n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n香港复康会

n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
n挪威协力会

n中国康复医学会

感谢所有关注、关心、支持、
帮助中国内地OT发展的国内外的组
织与人士！



中国OT之船刚刚起航，希望得到国际同道和组织的
支持 、帮助和认可！

我们会不懈的努力，到达美好的彼岸！

近期OT相关的会议及培训信息
l作业治疗师资培训班（南京，每年5月开课）

l脑卒中OT技术培训班（2015.4.18-19）（无锡同仁康复
医院）

l高级OT培训班（2015.7.4-5  北京301医院）

l儿童OT技术培训班（2015.8.8-9 佳木斯）

l高级OT培训班（2015.8 天津市人民医院）

l OT技术培训班（2015.9或10 ）（南宁）

l。。。。。。

相关信息请关注：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
（http://www.carm.org.cn）

中国作业治疗论坛QQ群：248800693

http://www.carm.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