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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物理治療的服務對象為十八歲以下，因各種因素而影響發展或動作失

能的兒童，例如： 發展遲緩、腦性麻痺、動作協調不良、早產兒等有發展遲緩

高危險群、染色體異常疾病如唐氏症、一般兒童常見骨骼肌肉問題及運動傷害

等。幼兒動作發展受到許多不同因素影響，包含身體功能、語言溝通、認知、

情緒、家庭與社會環境等，而非單一面向所能改變，因此我們必須以全人概念

去看待兒童的動作發展。

小兒物理治療的介入是依據兒童發展、神經系統觀點、成熟理論、動態系

統理論、國際功能分類系統、行為學派與動作控制學習等理論，藉由不同的動

作誘發與治療手法，輔以教具、玩具和輔具的協助，讓幼兒在遊戲的情境中提

高參與動機進而學習相關技能，達到發展及獨立自主之目的。

物理治療早療課程內容涵蓋：一、協助家長瞭解孩子的粗大動作發展里程

碑，包括抬頭、翻身、坐位、跪立、站立、步行、跑步、上下樓梯、跳躍、遊

戲技巧等。二、示範及指導家長如何運用居家物品，配合家中環境和作息，進

行姿勢擺位與居家活動。三、示範及教導家長如何運用社區環境，例如公園、

賣場、游泳池等，進行戶外活動。四、兒童常用輔具的評估與諮詢，如行動輔

具(推車、輪椅、助行器)、矯具(支架、副木、背架、足弓墊)等。五、兒童相關

就學就醫等諮詢。

物理治療課程進行的方式有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對於年紀較小或動作發

展較為初階的孩子，個別治療能針對發展需求進行示範和介入。若幼兒已具備

基本動作能力但仍需加強遊戲技巧，或是幼兒已能理解簡單指令，和大人有互

動，則可以嘗試團體治療。在團體治療中幼兒可以學習模仿、輪流等待和社交

互動，這些都可以作為下一階段進入幼稚園團體生活的預備練習。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生活中每個作息活動都是幼兒學習的好機會，不論是哪一種早期療育服務

模式，專業人員與孩子接觸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因此孩子多數的學習必須由相

處時間較長的家長或者是其他主要照顧者來引導和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早療

服務，療育的重點不只著眼於孩子的能力，更強調親職技巧與家庭功能。專業

人員應了解家庭作息活動及執行方式，將學習目標轉為功能性目標，協助家庭

關照日常生活，並能善加運用，成為增加練習機會的有意義性活動，從中提升

幼兒的各項能力發展，增進在生活中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適應性，以達成早療

服務成效。

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是早療團隊中的一員，與專業人員是共同工作的夥伴，

親子共同成長，並延續家庭生活環境的學習，因著如此，在早療課程中家長不

該只是陪同者或是被動觀察者的角色，而應是主動的參與者。建議家長可以觀

察孩子與專業人員在課堂中的互動與反應，學習如何引導孩子融入課程及參與

練習。課後於日常生活中進行練習;主動提出需求及問題，隨時與專業人員保持

良好的溝通。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療育應該融入生活，而不是讓生活充滿療育課程。特殊需求兒童和一般兒

童一樣，都可以在生活中創造學習的機會，家長可以透過生活中所有情境，和

孩子遊戲或進行活動。首先，家長可以讓專業人員瞭解平常照顧孩子有哪些困

擾，共同討論介入的優先順序。接著，可以依據上課內容和目標，詢問居家活

動的執行建議，必要時可分享家中環境或是平時互動的影片，會有助於專業人

員給予貼近家庭需求的活動策略，這樣的做法讓家長能夠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孩子更多的發展刺激與練習機會。舉例來說，日常中每個作息轉換就是動作練

習最好的時機，如：起床時引導孩子用翻身滾動的方式到床邊後，大人再抱起

來、吃飯時引導孩子自己坐進和離開餐椅、洗澡前鼓勵孩子爬行或扶牆壁側走

到浴室、帶著孩子收玩具就可以進行蹲站的練習等等。雖然家中沒有治療室的

專業器材和教具，但善加利用家中的櫃子、桌椅、紙箱、巧拼、枕頭、玩具和

各種生活物品，一樣可以讓孩子有練習的機會及空間，並達到療育的效益。

常見問與答
Q：上物理課時看到小孩拉筋都會很抗拒，拉筋會痛嗎？

肌肉張力高容易造成關節攣縮，因此需要伸展運動來維持功能性的關節活

動角度。就如同我們做伸展運動一樣，孩子被拉筋時會感覺緊緊酸酸的，拉筋

強度應循序漸進，不應該是讓孩子感受到疼痛。孩子在放鬆情況下進行伸展才

能達到最佳療效，因此我們在幫孩子做伸展時，可以使用孩子喜歡的玩具來轉

移不舒服的感覺；也可以用數數或唱歌的方式，讓孩子明確知道結束的時間，

給予心理準備。除了被動伸展之外，也可以用姿勢擺位來達成拉筋的效果，例

如雙腳平踩的蹲姿可以伸展過緊的小腿肌肉、膝蓋貼地的盤坐姿可以伸展過緊

的大腿髖關節。

Q：孩子對於動作練習，如撐手、四點跪、爬行、站立等，感到很抗拒，該怎

麼辦呢？

對於孩子而言，單純的維持某一個姿勢是枯燥的，因此挑選孩子喜歡的物

品或活動一起搭配練習，一方面可以轉移注意力，一方面也可以延長動作練習

的時間。例如跪姿下玩聲光玩具、撐手時聽音樂等等。

將動作練習轉變成功能性行為是重要的，這樣也可以讓孩子將練習成果類

化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孩子需要翻身或爬行移動才能拿到喜歡的音樂書；要從

床上或推車抱起孩子時，家長可先引導孩子手舉高，待孩子有起身動作後再抱

起；挺直的坐姿下才能吃到喜愛的餅乾等等，都是很好的功能性策略。

Q：孩子不喜歡爬或還不太會爬，但一直想扶物站起來，應該鼓勵還是阻止？

爬行有益手腳和身體肌力、協調能力的養成，亦有助於感覺系統的整合發

展，因此，依據兒童發展學是鼓勵應有爬行的階段。若孩子因為跳過爬行而直

接走路，也不需過於擔心而強迫孩子重新爬行，因為到公園奔跑、攀爬遊戲器

材和跳躍等，都可以彌補因沒有爬行所缺乏的肌力練習和感覺整合刺激。

Q：孩子甚麼時候才會放手走?

對於已屆齡的孩子仍不會走路，家長都會相當心急。事實上，獨立行走需

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雙腳和身體都具備足夠的肌力和平衡能力，比如孩子可以獨立地扶著

傢俱側走、孩子可以只牽一手走路、可以靠牆站立數分鐘等等。

二、孩子的心理準備好了，比如孩子對於放手站立不會感到害怕、不穩而

往前跌倒時會用手去支撐、跌坐後容易被安撫情緒等等。

安全感的建立和鼓勵是很重要的，當孩子嘗試放手站或放手走時，可以告

訴孩子「我在這裡」，當孩子快跌倒時適時地保護孩子，當孩子跌倒時我們的

語氣不急迫，練習時給予正向的回應，會更容易製造成功的經驗。



小兒物理治療的服務對象為十八歲以下，因各種因素而影響發展或動作失

能的兒童，例如： 發展遲緩、腦性麻痺、動作協調不良、早產兒等有發展遲緩

高危險群、染色體異常疾病如唐氏症、一般兒童常見骨骼肌肉問題及運動傷害

等。幼兒動作發展受到許多不同因素影響，包含身體功能、語言溝通、認知、

情緒、家庭與社會環境等，而非單一面向所能改變，因此我們必須以全人概念

去看待兒童的動作發展。

小兒物理治療的介入是依據兒童發展、神經系統觀點、成熟理論、動態系

統理論、國際功能分類系統、行為學派與動作控制學習等理論，藉由不同的動

作誘發與治療手法，輔以教具、玩具和輔具的協助，讓幼兒在遊戲的情境中提

高參與動機進而學習相關技能，達到發展及獨立自主之目的。

物理治療早療課程內容涵蓋：一、協助家長瞭解孩子的粗大動作發展里程

碑，包括抬頭、翻身、坐位、跪立、站立、步行、跑步、上下樓梯、跳躍、遊

戲技巧等。二、示範及指導家長如何運用居家物品，配合家中環境和作息，進

行姿勢擺位與居家活動。三、示範及教導家長如何運用社區環境，例如公園、

賣場、游泳池等，進行戶外活動。四、兒童常用輔具的評估與諮詢，如行動輔

具(推車、輪椅、助行器)、矯具(支架、副木、背架、足弓墊)等。五、兒童相關

就學就醫等諮詢。

物理治療課程進行的方式有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對於年紀較小或動作發

展較為初階的孩子，個別治療能針對發展需求進行示範和介入。若幼兒已具備

基本動作能力但仍需加強遊戲技巧，或是幼兒已能理解簡單指令，和大人有互

動，則可以嘗試團體治療。在團體治療中幼兒可以學習模仿、輪流等待和社交

互動，這些都可以作為下一階段進入幼稚園團體生活的預備練習。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生活中每個作息活動都是幼兒學習的好機會，不論是哪一種早期療育服務

模式，專業人員與孩子接觸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因此孩子多數的學習必須由相

處時間較長的家長或者是其他主要照顧者來引導和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早療

服務，療育的重點不只著眼於孩子的能力，更強調親職技巧與家庭功能。專業

人員應了解家庭作息活動及執行方式，將學習目標轉為功能性目標，協助家庭

關照日常生活，並能善加運用，成為增加練習機會的有意義性活動，從中提升

幼兒的各項能力發展，增進在生活中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適應性，以達成早療

服務成效。

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是早療團隊中的一員，與專業人員是共同工作的夥伴，

親子共同成長，並延續家庭生活環境的學習，因著如此，在早療課程中家長不

該只是陪同者或是被動觀察者的角色，而應是主動的參與者。建議家長可以觀

察孩子與專業人員在課堂中的互動與反應，學習如何引導孩子融入課程及參與

練習。課後於日常生活中進行練習;主動提出需求及問題，隨時與專業人員保持

良好的溝通。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療育應該融入生活，而不是讓生活充滿療育課程。特殊需求兒童和一般兒

童一樣，都可以在生活中創造學習的機會，家長可以透過生活中所有情境，和

孩子遊戲或進行活動。首先，家長可以讓專業人員瞭解平常照顧孩子有哪些困

擾，共同討論介入的優先順序。接著，可以依據上課內容和目標，詢問居家活

動的執行建議，必要時可分享家中環境或是平時互動的影片，會有助於專業人

員給予貼近家庭需求的活動策略，這樣的做法讓家長能夠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孩子更多的發展刺激與練習機會。舉例來說，日常中每個作息轉換就是動作練

習最好的時機，如：起床時引導孩子用翻身滾動的方式到床邊後，大人再抱起

來、吃飯時引導孩子自己坐進和離開餐椅、洗澡前鼓勵孩子爬行或扶牆壁側走

到浴室、帶著孩子收玩具就可以進行蹲站的練習等等。雖然家中沒有治療室的

專業器材和教具，但善加利用家中的櫃子、桌椅、紙箱、巧拼、枕頭、玩具和

各種生活物品，一樣可以讓孩子有練習的機會及空間，並達到療育的效益。

常見問與答
Q：上物理課時看到小孩拉筋都會很抗拒，拉筋會痛嗎？

肌肉張力高容易造成關節攣縮，因此需要伸展運動來維持功能性的關節活

動角度。就如同我們做伸展運動一樣，孩子被拉筋時會感覺緊緊酸酸的，拉筋

強度應循序漸進，不應該是讓孩子感受到疼痛。孩子在放鬆情況下進行伸展才

能達到最佳療效，因此我們在幫孩子做伸展時，可以使用孩子喜歡的玩具來轉

移不舒服的感覺；也可以用數數或唱歌的方式，讓孩子明確知道結束的時間，

給予心理準備。除了被動伸展之外，也可以用姿勢擺位來達成拉筋的效果，例

如雙腳平踩的蹲姿可以伸展過緊的小腿肌肉、膝蓋貼地的盤坐姿可以伸展過緊

的大腿髖關節。

Q：孩子對於動作練習，如撐手、四點跪、爬行、站立等，感到很抗拒，該怎

麼辦呢？

對於孩子而言，單純的維持某一個姿勢是枯燥的，因此挑選孩子喜歡的物

品或活動一起搭配練習，一方面可以轉移注意力，一方面也可以延長動作練習

的時間。例如跪姿下玩聲光玩具、撐手時聽音樂等等。

將動作練習轉變成功能性行為是重要的，這樣也可以讓孩子將練習成果類

化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孩子需要翻身或爬行移動才能拿到喜歡的音樂書；要從

床上或推車抱起孩子時，家長可先引導孩子手舉高，待孩子有起身動作後再抱

起；挺直的坐姿下才能吃到喜愛的餅乾等等，都是很好的功能性策略。

Q：孩子不喜歡爬或還不太會爬，但一直想扶物站起來，應該鼓勵還是阻止？

爬行有益手腳和身體肌力、協調能力的養成，亦有助於感覺系統的整合發

展，因此，依據兒童發展學是鼓勵應有爬行的階段。若孩子因為跳過爬行而直

接走路，也不需過於擔心而強迫孩子重新爬行，因為到公園奔跑、攀爬遊戲器

材和跳躍等，都可以彌補因沒有爬行所缺乏的肌力練習和感覺整合刺激。

Q：孩子甚麼時候才會放手走?

對於已屆齡的孩子仍不會走路，家長都會相當心急。事實上，獨立行走需

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雙腳和身體都具備足夠的肌力和平衡能力，比如孩子可以獨立地扶著

傢俱側走、孩子可以只牽一手走路、可以靠牆站立數分鐘等等。

二、孩子的心理準備好了，比如孩子對於放手站立不會感到害怕、不穩而

往前跌倒時會用手去支撐、跌坐後容易被安撫情緒等等。

安全感的建立和鼓勵是很重要的，當孩子嘗試放手站或放手走時，可以告

訴孩子「我在這裡」，當孩子快跌倒時適時地保護孩子，當孩子跌倒時我們的

語氣不急迫，練習時給予正向的回應，會更容易製造成功的經驗。



小兒物理治療的服務對象為十八歲以下，因各種因素而影響發展或動作失

能的兒童，例如： 發展遲緩、腦性麻痺、動作協調不良、早產兒等有發展遲緩

高危險群、染色體異常疾病如唐氏症、一般兒童常見骨骼肌肉問題及運動傷害

等。幼兒動作發展受到許多不同因素影響，包含身體功能、語言溝通、認知、

情緒、家庭與社會環境等，而非單一面向所能改變，因此我們必須以全人概念

去看待兒童的動作發展。

小兒物理治療的介入是依據兒童發展、神經系統觀點、成熟理論、動態系

統理論、國際功能分類系統、行為學派與動作控制學習等理論，藉由不同的動

作誘發與治療手法，輔以教具、玩具和輔具的協助，讓幼兒在遊戲的情境中提

高參與動機進而學習相關技能，達到發展及獨立自主之目的。

物理治療早療課程內容涵蓋：一、協助家長瞭解孩子的粗大動作發展里程

碑，包括抬頭、翻身、坐位、跪立、站立、步行、跑步、上下樓梯、跳躍、遊

戲技巧等。二、示範及指導家長如何運用居家物品，配合家中環境和作息，進

行姿勢擺位與居家活動。三、示範及教導家長如何運用社區環境，例如公園、

賣場、游泳池等，進行戶外活動。四、兒童常用輔具的評估與諮詢，如行動輔

具(推車、輪椅、助行器)、矯具(支架、副木、背架、足弓墊)等。五、兒童相關

就學就醫等諮詢。

物理治療課程進行的方式有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對於年紀較小或動作發

展較為初階的孩子，個別治療能針對發展需求進行示範和介入。若幼兒已具備

基本動作能力但仍需加強遊戲技巧，或是幼兒已能理解簡單指令，和大人有互

動，則可以嘗試團體治療。在團體治療中幼兒可以學習模仿、輪流等待和社交

互動，這些都可以作為下一階段進入幼稚園團體生活的預備練習。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生活中每個作息活動都是幼兒學習的好機會，不論是哪一種早期療育服務

模式，專業人員與孩子接觸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因此孩子多數的學習必須由相

處時間較長的家長或者是其他主要照顧者來引導和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早療

服務，療育的重點不只著眼於孩子的能力，更強調親職技巧與家庭功能。專業

人員應了解家庭作息活動及執行方式，將學習目標轉為功能性目標，協助家庭

關照日常生活，並能善加運用，成為增加練習機會的有意義性活動，從中提升

幼兒的各項能力發展，增進在生活中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適應性，以達成早療

服務成效。

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是早療團隊中的一員，與專業人員是共同工作的夥伴，

親子共同成長，並延續家庭生活環境的學習，因著如此，在早療課程中家長不

該只是陪同者或是被動觀察者的角色，而應是主動的參與者。建議家長可以觀

察孩子與專業人員在課堂中的互動與反應，學習如何引導孩子融入課程及參與

練習。課後於日常生活中進行練習;主動提出需求及問題，隨時與專業人員保持

良好的溝通。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療育應該融入生活，而不是讓生活充滿療育課程。特殊需求兒童和一般兒

童一樣，都可以在生活中創造學習的機會，家長可以透過生活中所有情境，和

孩子遊戲或進行活動。首先，家長可以讓專業人員瞭解平常照顧孩子有哪些困

擾，共同討論介入的優先順序。接著，可以依據上課內容和目標，詢問居家活

動的執行建議，必要時可分享家中環境或是平時互動的影片，會有助於專業人

員給予貼近家庭需求的活動策略，這樣的做法讓家長能夠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孩子更多的發展刺激與練習機會。舉例來說，日常中每個作息轉換就是動作練

習最好的時機，如：起床時引導孩子用翻身滾動的方式到床邊後，大人再抱起

來、吃飯時引導孩子自己坐進和離開餐椅、洗澡前鼓勵孩子爬行或扶牆壁側走

到浴室、帶著孩子收玩具就可以進行蹲站的練習等等。雖然家中沒有治療室的

專業器材和教具，但善加利用家中的櫃子、桌椅、紙箱、巧拼、枕頭、玩具和

各種生活物品，一樣可以讓孩子有練習的機會及空間，並達到療育的效益。

常見問與答
Q：上物理課時看到小孩拉筋都會很抗拒，拉筋會痛嗎？

肌肉張力高容易造成關節攣縮，因此需要伸展運動來維持功能性的關節活

動角度。就如同我們做伸展運動一樣，孩子被拉筋時會感覺緊緊酸酸的，拉筋

強度應循序漸進，不應該是讓孩子感受到疼痛。孩子在放鬆情況下進行伸展才

能達到最佳療效，因此我們在幫孩子做伸展時，可以使用孩子喜歡的玩具來轉

移不舒服的感覺；也可以用數數或唱歌的方式，讓孩子明確知道結束的時間，

給予心理準備。除了被動伸展之外，也可以用姿勢擺位來達成拉筋的效果，例

如雙腳平踩的蹲姿可以伸展過緊的小腿肌肉、膝蓋貼地的盤坐姿可以伸展過緊

的大腿髖關節。

Q：孩子對於動作練習，如撐手、四點跪、爬行、站立等，感到很抗拒，該怎

麼辦呢？

對於孩子而言，單純的維持某一個姿勢是枯燥的，因此挑選孩子喜歡的物

品或活動一起搭配練習，一方面可以轉移注意力，一方面也可以延長動作練習

的時間。例如跪姿下玩聲光玩具、撐手時聽音樂等等。

將動作練習轉變成功能性行為是重要的，這樣也可以讓孩子將練習成果類

化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孩子需要翻身或爬行移動才能拿到喜歡的音樂書；要從

床上或推車抱起孩子時，家長可先引導孩子手舉高，待孩子有起身動作後再抱

起；挺直的坐姿下才能吃到喜愛的餅乾等等，都是很好的功能性策略。

Q：孩子不喜歡爬或還不太會爬，但一直想扶物站起來，應該鼓勵還是阻止？

爬行有益手腳和身體肌力、協調能力的養成，亦有助於感覺系統的整合發

展，因此，依據兒童發展學是鼓勵應有爬行的階段。若孩子因為跳過爬行而直

接走路，也不需過於擔心而強迫孩子重新爬行，因為到公園奔跑、攀爬遊戲器

材和跳躍等，都可以彌補因沒有爬行所缺乏的肌力練習和感覺整合刺激。

Q：孩子甚麼時候才會放手走?

對於已屆齡的孩子仍不會走路，家長都會相當心急。事實上，獨立行走需

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雙腳和身體都具備足夠的肌力和平衡能力，比如孩子可以獨立地扶著

傢俱側走、孩子可以只牽一手走路、可以靠牆站立數分鐘等等。

二、孩子的心理準備好了，比如孩子對於放手站立不會感到害怕、不穩而

往前跌倒時會用手去支撐、跌坐後容易被安撫情緒等等。

安全感的建立和鼓勵是很重要的，當孩子嘗試放手站或放手走時，可以告

訴孩子「我在這裡」，當孩子快跌倒時適時地保護孩子，當孩子跌倒時我們的

語氣不急迫，練習時給予正向的回應，會更容易製造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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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物理治療的服務對象為十八歲以下，因各種因素而影響發展或動作失

能的兒童，例如： 發展遲緩、腦性麻痺、動作協調不良、早產兒等有發展遲緩

高危險群、染色體異常疾病如唐氏症、一般兒童常見骨骼肌肉問題及運動傷害

等。幼兒動作發展受到許多不同因素影響，包含身體功能、語言溝通、認知、

情緒、家庭與社會環境等，而非單一面向所能改變，因此我們必須以全人概念

去看待兒童的動作發展。

小兒物理治療的介入是依據兒童發展、神經系統觀點、成熟理論、動態系

統理論、國際功能分類系統、行為學派與動作控制學習等理論，藉由不同的動

作誘發與治療手法，輔以教具、玩具和輔具的協助，讓幼兒在遊戲的情境中提

高參與動機進而學習相關技能，達到發展及獨立自主之目的。

物理治療早療課程內容涵蓋：一、協助家長瞭解孩子的粗大動作發展里程

碑，包括抬頭、翻身、坐位、跪立、站立、步行、跑步、上下樓梯、跳躍、遊

戲技巧等。二、示範及指導家長如何運用居家物品，配合家中環境和作息，進

行姿勢擺位與居家活動。三、示範及教導家長如何運用社區環境，例如公園、

賣場、游泳池等，進行戶外活動。四、兒童常用輔具的評估與諮詢，如行動輔

具(推車、輪椅、助行器)、矯具(支架、副木、背架、足弓墊)等。五、兒童相關

就學就醫等諮詢。

物理治療課程進行的方式有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對於年紀較小或動作發

展較為初階的孩子，個別治療能針對發展需求進行示範和介入。若幼兒已具備

基本動作能力但仍需加強遊戲技巧，或是幼兒已能理解簡單指令，和大人有互

動，則可以嘗試團體治療。在團體治療中幼兒可以學習模仿、輪流等待和社交

互動，這些都可以作為下一階段進入幼稚園團體生活的預備練習。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生活中每個作息活動都是幼兒學習的好機會，不論是哪一種早期療育服務

模式，專業人員與孩子接觸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因此孩子多數的學習必須由相

處時間較長的家長或者是其他主要照顧者來引導和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早療

服務，療育的重點不只著眼於孩子的能力，更強調親職技巧與家庭功能。專業

人員應了解家庭作息活動及執行方式，將學習目標轉為功能性目標，協助家庭

關照日常生活，並能善加運用，成為增加練習機會的有意義性活動，從中提升

幼兒的各項能力發展，增進在生活中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適應性，以達成早療

服務成效。

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是早療團隊中的一員，與專業人員是共同工作的夥伴，

親子共同成長，並延續家庭生活環境的學習，因著如此，在早療課程中家長不

該只是陪同者或是被動觀察者的角色，而應是主動的參與者。建議家長可以觀

察孩子與專業人員在課堂中的互動與反應，學習如何引導孩子融入課程及參與

練習。課後於日常生活中進行練習;主動提出需求及問題，隨時與專業人員保持

良好的溝通。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療育應該融入生活，而不是讓生活充滿療育課程。特殊需求兒童和一般兒

童一樣，都可以在生活中創造學習的機會，家長可以透過生活中所有情境，和

孩子遊戲或進行活動。首先，家長可以讓專業人員瞭解平常照顧孩子有哪些困

擾，共同討論介入的優先順序。接著，可以依據上課內容和目標，詢問居家活

動的執行建議，必要時可分享家中環境或是平時互動的影片，會有助於專業人

員給予貼近家庭需求的活動策略，這樣的做法讓家長能夠在日常作息中，提供

孩子更多的發展刺激與練習機會。舉例來說，日常中每個作息轉換就是動作練

習最好的時機，如：起床時引導孩子用翻身滾動的方式到床邊後，大人再抱起

來、吃飯時引導孩子自己坐進和離開餐椅、洗澡前鼓勵孩子爬行或扶牆壁側走

到浴室、帶著孩子收玩具就可以進行蹲站的練習等等。雖然家中沒有治療室的

專業器材和教具，但善加利用家中的櫃子、桌椅、紙箱、巧拼、枕頭、玩具和

各種生活物品，一樣可以讓孩子有練習的機會及空間，並達到療育的效益。

常見問與答
Q：上物理課時看到小孩拉筋都會很抗拒，拉筋會痛嗎？

肌肉張力高容易造成關節攣縮，因此需要伸展運動來維持功能性的關節活

動角度。就如同我們做伸展運動一樣，孩子被拉筋時會感覺緊緊酸酸的，拉筋

強度應循序漸進，不應該是讓孩子感受到疼痛。孩子在放鬆情況下進行伸展才

能達到最佳療效，因此我們在幫孩子做伸展時，可以使用孩子喜歡的玩具來轉

移不舒服的感覺；也可以用數數或唱歌的方式，讓孩子明確知道結束的時間，

給予心理準備。除了被動伸展之外，也可以用姿勢擺位來達成拉筋的效果，例

如雙腳平踩的蹲姿可以伸展過緊的小腿肌肉、膝蓋貼地的盤坐姿可以伸展過緊

的大腿髖關節。

Q：孩子對於動作練習，如撐手、四點跪、爬行、站立等，感到很抗拒，該怎

麼辦呢？

對於孩子而言，單純的維持某一個姿勢是枯燥的，因此挑選孩子喜歡的物

品或活動一起搭配練習，一方面可以轉移注意力，一方面也可以延長動作練習

的時間。例如跪姿下玩聲光玩具、撐手時聽音樂等等。

將動作練習轉變成功能性行為是重要的，這樣也可以讓孩子將練習成果類

化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孩子需要翻身或爬行移動才能拿到喜歡的音樂書；要從

床上或推車抱起孩子時，家長可先引導孩子手舉高，待孩子有起身動作後再抱

起；挺直的坐姿下才能吃到喜愛的餅乾等等，都是很好的功能性策略。

Q：孩子不喜歡爬或還不太會爬，但一直想扶物站起來，應該鼓勵還是阻止？

爬行有益手腳和身體肌力、協調能力的養成，亦有助於感覺系統的整合發

展，因此，依據兒童發展學是鼓勵應有爬行的階段。若孩子因為跳過爬行而直

接走路，也不需過於擔心而強迫孩子重新爬行，因為到公園奔跑、攀爬遊戲器

材和跳躍等，都可以彌補因沒有爬行所缺乏的肌力練習和感覺整合刺激。

Q：孩子甚麼時候才會放手走?

對於已屆齡的孩子仍不會走路，家長都會相當心急。事實上，獨立行走需

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雙腳和身體都具備足夠的肌力和平衡能力，比如孩子可以獨立地扶著

傢俱側走、孩子可以只牽一手走路、可以靠牆站立數分鐘等等。

二、孩子的心理準備好了，比如孩子對於放手站立不會感到害怕、不穩而

往前跌倒時會用手去支撐、跌坐後容易被安撫情緒等等。

安全感的建立和鼓勵是很重要的，當孩子嘗試放手站或放手走時，可以告

訴孩子「我在這裡」，當孩子快跌倒時適時地保護孩子，當孩子跌倒時我們的

語氣不急迫，練習時給予正向的回應，會更容易製造成功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