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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医院和疗养院
生活，如今已从回社区居
住，

虽然我仍是全身瘫痪，但我
的生活是开心的，因为我不
会回想太多，只管做好前面。

… 我就对自已讲，我以后不会让他们再伤心，而且心想既然要活下去，就要开心积
极的活下去，跟着常试寻找自已还可做些甚么…

… 得到医护人员协助下，做了一个头架来打电脑，再学吹口
琴，用头写字，后来更能用下颚控制电动轮椅，自此后，自尊
和自信就慢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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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

患者自身力量患者自身力量

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作业治疗作业治疗模式模式
三元合一的重建过程三元合一的重建过程

生活意志的重建生活意志的重建

生活能力的重建生活能力的重建

生活生活方式方式的重建的重建

自控感自控感 àà自我成效感自我成效感 àà希望希望 àà追求追求 àà生活生活目标目标

自理自理 àà家居家居 àà社区生活社区生活àà业余生活业余生活àà社交生活社交生活 àà工作工作//生产活动生产活动

业余生活业余生活àà家庭生活家庭生活 àà人际社交生活人际社交生活àà工作生活工作生活



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作业治疗作业治疗
促进及加快患者重建生活的旅程

作业治疗
策略

作业活动
特性

作业治疗作业治疗
过程过程

创造环境与机会
启发建立短长期作业目标
设计有疗效的作业活动
教导合适代尝方法
调动内在动力及能量
促进实践与锻炼

引导意识成功及进步

患者应为重要的
有难度的

有学习代尝方法机会的
过程愉怏的
经努力可成功的
完成后感觉良好的
容易体会成功及进步的

引导患者引导患者
参与参与
有疗效的有疗效的
作业活动作业活动

重建重建生活意志生活意志、、生活能力生活能力、、生活生活方式方式

如何体现如何体现
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作业治疗作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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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虎门医院东莞虎门医院((虎门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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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转移训练床上转移训练 ((以岭以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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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自行离床进食鼓励自行离床进食 ((深二深二))

剪指甲、系鞋带训练剪指甲、系鞋带训练 ((深二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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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辅具生活辅具((阳光阳光))



生活辅具生活辅具((阳光阳光))

上网及手机应用训练上网及手机应用训练 ((阳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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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班工艺班 粘贴画粘贴画 ((虎门虎门))

工艺班工艺班 十字绣十字绣 手工编织手工编织 ((虎门虎门))



手工艺训练手工艺训练红萝卜雕花红萝卜雕花 ((深二深二))

园艺园艺活动活动((深二深二))



园艺园艺活动活动((深二深二))

““重操旧业重操旧业””

情景模拟训练情景模拟训练 ((深二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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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训练出行训练 ((伊院伊院))

使用电梯训练使用电梯训练((以岭以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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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前家居运动指导出院前家居运动指导 ((深二深二))



轮椅操轮椅操((阳光阳光))

出院前后出院前后家访家访((伊院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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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安全家居安全指导指导((伊院伊院))

家居康复训练家居康复训练 ((伊院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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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策划 风险防范风险防范 ((深二深二))



工伤工伤知识知识讲座讲座 ((伊院伊院))

再就业及再就业及转业转业讲座讲座((伊院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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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辅导家属辅导((伊院伊院))

共同建立训练目标及计划共同建立训练目标及计划 ((伊院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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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面谈 聆听聆听 建立生活目标建立生活目标 ((阳光阳光))

生活重整小组生活重整小组 ((伊院伊院))



生活重整生活重整小组小组脑中风脑中风 ((伊院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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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准备小组复工准备小组 ((阳光阳光))

生活重整生活重整小组小组((阳光阳光))



愉快愉快OTOT 愉快康复愉快康复((阳光阳光))

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作业治疗作业治疗
促进及加快患者重建生活的旅程

作业治疗
策略

作业活动
特性

作业治疗作业治疗
过程过程

创造环境与机会
启发建立短长期作业目标
设计有疗效的作业活动
教导合适代尝方法
调动内在动力及能量
促进实践与锻炼

引导意识成功及进步

患者应为重要的
有难度的

有学习代尝方法机会的
过程愉怏的
经努力可成功的
完成后感觉良好的
容易体会成功及进步的

引导患者引导患者
参与参与
有疗效的有疗效的
作业活动作业活动

重建重建生活意志生活意志、、生活能力生活能力、、生活生活方式方式



讨论讨论

• 重建生活可视为一「科学化」的旅程
• 是以患者为中心的过程
• 康复除要促进肢体活动、认知与交流等功能外,更重要的是
要促进生活能力的重建,以填补现时康复服务的缺口

• OT在以「重建生活为核心」的康复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

• OT从旁促进及引导患者重建生活, 也是一种「科学化」、
「系统化」及「专业性」的过程

发展发展「重建生活为核心」的康复模式的「重建生活为核心」的康复模式的 机遇与挑战机遇与挑战

• 机遇
– 物理因子及运动疗法已很成熟
– 康复治疗报销范围拓大,包括OT内容

– 可报销的住院康复治疗期较长(与香港及国际比较)

– 康复治疗毕业生渐多
– 有康复医院/医生大力推动

– 开始形成以成效与质量作为竞争手段
– 有成功例子, 正在实践(上海、深圳、河北等地)

• 挑战
– 宣传「重建生活为核心」的康复观念
– 突破固有OT内容、方式

– 扩OT大服务平台, 如:门诊及家居

– 本地化OT治疗活动



呜谢呜谢

伊利沙伯医院伊利沙伯医院

河北以岭医院河北以岭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南澳医院南澳医院

上海阳光康复中心上海阳光康复中心

东莞虎门医院东莞虎门医院

及及

出现在幻灯片中的每一位治疗师及病友出现在幻灯片中的每一位治疗师及病友

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