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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早期療育家庭來說，「職能治療」是經常聽到的療育項目之一，但「職

能」二個字，乍看並不容易從字面去理解其意涵，到底在孩子接受早期療育的過

程中，何時需要職能治療的介入？職能治療又能幫忙孩子哪些領域的發展呢？

當孩子有發展遲緩的情形、對感覺刺激調節不良、肌肉張力異常、手指肌力

不足、動作不協調等，影響到孩子在遊戲、生活自理、學習、人際互動等參與表

現時，就可以尋求職能治療師的幫助。職能治療師是透過標準化或非標準化的工

具、觀察、與照顧者訪談等方式，評估孩子在該年齡階段的發展狀況和參與日常

活動的表現，分析可能的問題和需求，針對問題和需求設立治療目標，提供一對

一或團體的治療。治療的方式為運用設備器材，設計有目的性的活動，引導孩子

在活動中練習感覺動作、遊戲技能、人際互動等能力，並在治療結束後與照顧者

討論在居家生活作息中能運用的策略和技巧，或給予居家環境調整的建議，讓孩

子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有更多練習療育目標的機會。

家長常聽到的「感覺統合」治療就是職能治療師的執業範疇，感覺統合意指

大腦接收、處理並整合來自身體和環境的感覺刺激訊息，讓孩子能與外界環境有

適當的互動和學習。職能治療師依照孩子的需求設計感覺統合刺激活動，促進感

覺統合發展或改善感覺統合失調，增加對外界環境刺激的適應能力。在治療室

工作時，經常使用的器材有感覺統合的設備，例如提供前庭本體覺或觸覺刺激

的各式懸吊鞦韆、大龍球、滾筒、球池等，提供精細動作訓練的套杯、插棒、

治療性黏土等多樣化教具，以及提供知覺認知訓練的顏色或形狀配對、視覺搜

尋和辨識等各式教具。工作過程中會運用活動分析和專業理論參考架構，將設

備器材做靈活的變化與難易度調整，讓孩子能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功的經驗，

逐步地提升所需要的能力。

在腦性麻痺孩子常看到的足托板或手托板也是由職能治療師製作，在專業

名稱上稱為”副木”，製作材料為低溫熱塑型的塑膠，職能治療師使用副木材

料和加熱設備，依照需求和身形製作矯正或保護的副木，幫助肢體維持在合適

的擺位，以預防變形或是促進動作功能表現；職能治療期待將療育成效導入於

生活中運用，將操作、自理能力提升後，就能帶動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一對一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職能治療師會依孩子的狀況和需求安排一對一治療或是團體治療，一般來

說，嬰幼兒或主動動作反應較少、對指令反應不足的孩子，會先安排一對一的

治療；若透過團體的方式更能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如模仿、等待、輪流、分

享等，則會安排團體治療的方式，通常會安排年齡或能力相符的孩子進行團體

治療。

二、 家長的心理建設

當觀察到自己的孩子在動作、認知、語言、人際互動等表現與同齡的孩子

有落差時，就表示孩子可能有發展遲緩的疑慮，此時就像感冒要帶小孩看醫生

一樣，開始對外去尋求資源，了解孩子的需求後，才能提出對應的策略或處理

方式；可先試著在臺中市兒童發展資源網上，做初步的線上發展篩檢，或洽詢

衞生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參加其所辦理的兒童發展篩檢；篩檢後若有

發展疑慮，建議進一步預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由醫院的團隊來為孩子評估各

領域的發展狀況為何。當孩子確診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時，家長通常會經

歷一連串的心理歷程，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悲傷到接受，這些都是正常

的反應，給自己調適的時間，穩定情緒去面對與接納孩子，陪伴孩子積極接受

治療，若能在居家相處的環境或日常作息中，將治療師建議的方法，融入遊戲

及活動中，成效將愈明顯，愈早開始對孩子的幫助愈大；建議善用社會福利、

教育、醫療及家長支持團體資源，療育的路上絕對不是孤單的，有很多的專業

人員能加入，陪伴孩子和家長一步步地往前邁進。

三、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在療育課程開始前建議家長要和職能治療師討論孩子的問題、對孩子的期

待（希望能夠進步的能力），提供孩子在家中的現況，讓治療師釐清問題和設

立適合的目標，家長亦要清楚明白孩子在療育課程中進行的活動目標和內容，

回家之後將治療師建議的策略或活動實際執行，下次療育課程可分享執行的狀

況，自己遇到的困難等，治療師隨著家長互動方式與孩子的能力變化，會去調

整活動的難易度、修訂目標或改變策略等。家長每日的陪伴及主動參與孩子的

療育活動，效果勝過於一周只有一次的療育課程，因此治療師和家長雙方的互

信互助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治療師會視課程的核心目標，歡迎家長一起

上課，習得親子互動的技巧，因此，找到一個願意視家長為工作夥伴，認同以

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的治療師，也是很重要的。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居家療育觀念–– 家長可以做些什麼?

6歲以前的孩子最主要的生活環境就是居家，讓孩子在居家環境中主動地

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像是探索環境、玩玩具、生活自理、與家人互動等，就能

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建議家長需多花點時間陪伴孩子，才能更清楚觀察到孩

子遇到的困難，在療育課程時，提出問題與職能治療師討論，那麼，治療師所

提的策略、引導技巧、環境調整等，才會更具體、聚焦，並且是可執行的，才

能真正地幫助到孩子。

二、從作息中找到生活療育的機會

現代人生活忙碌，雙薪家庭更是難以挪出時間好好陪伴孩子，建議家長盡

量將家中的作息與環境做規律的安排，穩定的作息和固定的家具擺設，能誘發

孩子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例如：回到家撕開魔鬼氈、脫鞋子、放到鞋櫃中，洗

澡前脫下衣服放到洗衣籃等，撕開魔鬼氈可以訓練小肌肉的力量，放到鞋櫃或

洗衣籃可以訓練手眼協調和配對分類的能力。以孩子的現有能力為基礎，再逐

漸加入一些挑戰性的任務，從作息中找到重複練習的機會，孩子若感到困難，

一完成就給予鼓勵，從肯定中獲得成就感之後，孩子會更願意自己主動參與及

完成任務。

三、省力好用的居家、社區資源

提供適合孩子的器材和教具以增加遊戲的豐富性也是重要的，可運用居家

的物品取代治療室中的器材或教具，例如前庭刺激活動可以用大浴巾讓孩子躺

在上面搖晃或翻滾；套杯可以用家中的紙杯；堆疊積木可以用鋁箔包或鋁罐飲

料等。當然，社會局早療系統的圖書教具借閱資源、圖書館適合孩子的繪本等

資源，也是非常優質的資源，在療育的路上助家長一臂之力。

常見問與答
Q：我的孩子會好起來嗎?

先天疾病的孩子和腦部生理功能異常的孩子，透過早期療育仍能促進能力

的發展，降低未來的障礙程度；動作受限程度較大的孩子也可透過輔具幫助孩

子參與生活與學習，例如重度腦性麻痺的孩子透過擺位椅維持坐姿參與課程；

使用進食輔具讓孩子能獨力完成進食。後天環境刺激不足或教養問題造成的發

展遲緩，透過早期療育的介入則較有機會恢復到與一般孩子相同的能力。

Q：當孩子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參加療育課程的前幾次，因為對治療師還不熟悉，孩子會有情緒或抗拒反

應是正常的，治療師會運用引導技巧讓孩子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就感和愉悅感

，讓孩子逐漸地適應和接受。若療育課程進行了數次仍有很嚴重的情緒反應，

則可和治療師討論孩子是否需要熟悉照顧者的陪同才會有較穩定的表現。

Q：為什麼孩子在治療師這兒能配合，回家就不配合?

居家的情境相對來說較放鬆，孩子也會較依賴，建議多和治療師討論能融

入居家作息中的活動，讓孩子在自然的情境下也能執行目標；還有，家庭成員

間對孩子盡量能有一致的原則與堅持，適度鼓勵和立刻稱讚孩子的好表現，孩

子與大人的配合度，就會愈來愈好。



對於早期療育家庭來說，「職能治療」是經常聽到的療育項目之一，但「職

能」二個字，乍看並不容易從字面去理解其意涵，到底在孩子接受早期療育的過

程中，何時需要職能治療的介入？職能治療又能幫忙孩子哪些領域的發展呢？

當孩子有發展遲緩的情形、對感覺刺激調節不良、肌肉張力異常、手指肌力

不足、動作不協調等，影響到孩子在遊戲、生活自理、學習、人際互動等參與表

現時，就可以尋求職能治療師的幫助。職能治療師是透過標準化或非標準化的工

具、觀察、與照顧者訪談等方式，評估孩子在該年齡階段的發展狀況和參與日常

活動的表現，分析可能的問題和需求，針對問題和需求設立治療目標，提供一對

一或團體的治療。治療的方式為運用設備器材，設計有目的性的活動，引導孩子

在活動中練習感覺動作、遊戲技能、人際互動等能力，並在治療結束後與照顧者

討論在居家生活作息中能運用的策略和技巧，或給予居家環境調整的建議，讓孩

子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有更多練習療育目標的機會。

家長常聽到的「感覺統合」治療就是職能治療師的執業範疇，感覺統合意指

大腦接收、處理並整合來自身體和環境的感覺刺激訊息，讓孩子能與外界環境有

適當的互動和學習。職能治療師依照孩子的需求設計感覺統合刺激活動，促進感

覺統合發展或改善感覺統合失調，增加對外界環境刺激的適應能力。在治療室

工作時，經常使用的器材有感覺統合的設備，例如提供前庭本體覺或觸覺刺激

的各式懸吊鞦韆、大龍球、滾筒、球池等，提供精細動作訓練的套杯、插棒、

治療性黏土等多樣化教具，以及提供知覺認知訓練的顏色或形狀配對、視覺搜

尋和辨識等各式教具。工作過程中會運用活動分析和專業理論參考架構，將設

備器材做靈活的變化與難易度調整，讓孩子能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功的經驗，

逐步地提升所需要的能力。

在腦性麻痺孩子常看到的足托板或手托板也是由職能治療師製作，在專業

名稱上稱為”副木”，製作材料為低溫熱塑型的塑膠，職能治療師使用副木材

料和加熱設備，依照需求和身形製作矯正或保護的副木，幫助肢體維持在合適

的擺位，以預防變形或是促進動作功能表現；職能治療期待將療育成效導入於

生活中運用，將操作、自理能力提升後，就能帶動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一對一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職能治療師會依孩子的狀況和需求安排一對一治療或是團體治療，一般來

說，嬰幼兒或主動動作反應較少、對指令反應不足的孩子，會先安排一對一的

治療；若透過團體的方式更能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如模仿、等待、輪流、分

享等，則會安排團體治療的方式，通常會安排年齡或能力相符的孩子進行團體

治療。

二、 家長的心理建設

當觀察到自己的孩子在動作、認知、語言、人際互動等表現與同齡的孩子

有落差時，就表示孩子可能有發展遲緩的疑慮，此時就像感冒要帶小孩看醫生

一樣，開始對外去尋求資源，了解孩子的需求後，才能提出對應的策略或處理

方式；可先試著在臺中市兒童發展資源網上，做初步的線上發展篩檢，或洽詢

衞生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參加其所辦理的兒童發展篩檢；篩檢後若有

發展疑慮，建議進一步預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由醫院的團隊來為孩子評估各

領域的發展狀況為何。當孩子確診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時，家長通常會經

歷一連串的心理歷程，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悲傷到接受，這些都是正常

的反應，給自己調適的時間，穩定情緒去面對與接納孩子，陪伴孩子積極接受

治療，若能在居家相處的環境或日常作息中，將治療師建議的方法，融入遊戲

及活動中，成效將愈明顯，愈早開始對孩子的幫助愈大；建議善用社會福利、

教育、醫療及家長支持團體資源，療育的路上絕對不是孤單的，有很多的專業

人員能加入，陪伴孩子和家長一步步地往前邁進。

三、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在療育課程開始前建議家長要和職能治療師討論孩子的問題、對孩子的期

待（希望能夠進步的能力），提供孩子在家中的現況，讓治療師釐清問題和設

立適合的目標，家長亦要清楚明白孩子在療育課程中進行的活動目標和內容，

回家之後將治療師建議的策略或活動實際執行，下次療育課程可分享執行的狀

況，自己遇到的困難等，治療師隨著家長互動方式與孩子的能力變化，會去調

整活動的難易度、修訂目標或改變策略等。家長每日的陪伴及主動參與孩子的

療育活動，效果勝過於一周只有一次的療育課程，因此治療師和家長雙方的互

信互助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治療師會視課程的核心目標，歡迎家長一起

上課，習得親子互動的技巧，因此，找到一個願意視家長為工作夥伴，認同以

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的治療師，也是很重要的。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居家療育觀念–– 家長可以做些什麼?

6歲以前的孩子最主要的生活環境就是居家，讓孩子在居家環境中主動地

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像是探索環境、玩玩具、生活自理、與家人互動等，就能

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建議家長需多花點時間陪伴孩子，才能更清楚觀察到孩

子遇到的困難，在療育課程時，提出問題與職能治療師討論，那麼，治療師所

提的策略、引導技巧、環境調整等，才會更具體、聚焦，並且是可執行的，才

能真正地幫助到孩子。

二、從作息中找到生活療育的機會

現代人生活忙碌，雙薪家庭更是難以挪出時間好好陪伴孩子，建議家長盡

量將家中的作息與環境做規律的安排，穩定的作息和固定的家具擺設，能誘發

孩子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例如：回到家撕開魔鬼氈、脫鞋子、放到鞋櫃中，洗

澡前脫下衣服放到洗衣籃等，撕開魔鬼氈可以訓練小肌肉的力量，放到鞋櫃或

洗衣籃可以訓練手眼協調和配對分類的能力。以孩子的現有能力為基礎，再逐

漸加入一些挑戰性的任務，從作息中找到重複練習的機會，孩子若感到困難，

一完成就給予鼓勵，從肯定中獲得成就感之後，孩子會更願意自己主動參與及

完成任務。

三、省力好用的居家、社區資源

提供適合孩子的器材和教具以增加遊戲的豐富性也是重要的，可運用居家

的物品取代治療室中的器材或教具，例如前庭刺激活動可以用大浴巾讓孩子躺

在上面搖晃或翻滾；套杯可以用家中的紙杯；堆疊積木可以用鋁箔包或鋁罐飲

料等。當然，社會局早療系統的圖書教具借閱資源、圖書館適合孩子的繪本等

資源，也是非常優質的資源，在療育的路上助家長一臂之力。

常見問與答
Q：我的孩子會好起來嗎?

先天疾病的孩子和腦部生理功能異常的孩子，透過早期療育仍能促進能力

的發展，降低未來的障礙程度；動作受限程度較大的孩子也可透過輔具幫助孩

子參與生活與學習，例如重度腦性麻痺的孩子透過擺位椅維持坐姿參與課程；

使用進食輔具讓孩子能獨力完成進食。後天環境刺激不足或教養問題造成的發

展遲緩，透過早期療育的介入則較有機會恢復到與一般孩子相同的能力。

Q：當孩子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參加療育課程的前幾次，因為對治療師還不熟悉，孩子會有情緒或抗拒反

應是正常的，治療師會運用引導技巧讓孩子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就感和愉悅感

，讓孩子逐漸地適應和接受。若療育課程進行了數次仍有很嚴重的情緒反應，

則可和治療師討論孩子是否需要熟悉照顧者的陪同才會有較穩定的表現。

Q：為什麼孩子在治療師這兒能配合，回家就不配合?

居家的情境相對來說較放鬆，孩子也會較依賴，建議多和治療師討論能融

入居家作息中的活動，讓孩子在自然的情境下也能執行目標；還有，家庭成員

間對孩子盡量能有一致的原則與堅持，適度鼓勵和立刻稱讚孩子的好表現，孩

子與大人的配合度，就會愈來愈好。



對於早期療育家庭來說，「職能治療」是經常聽到的療育項目之一，但「職

能」二個字，乍看並不容易從字面去理解其意涵，到底在孩子接受早期療育的過

程中，何時需要職能治療的介入？職能治療又能幫忙孩子哪些領域的發展呢？

當孩子有發展遲緩的情形、對感覺刺激調節不良、肌肉張力異常、手指肌力

不足、動作不協調等，影響到孩子在遊戲、生活自理、學習、人際互動等參與表

現時，就可以尋求職能治療師的幫助。職能治療師是透過標準化或非標準化的工

具、觀察、與照顧者訪談等方式，評估孩子在該年齡階段的發展狀況和參與日常

活動的表現，分析可能的問題和需求，針對問題和需求設立治療目標，提供一對

一或團體的治療。治療的方式為運用設備器材，設計有目的性的活動，引導孩子

在活動中練習感覺動作、遊戲技能、人際互動等能力，並在治療結束後與照顧者

討論在居家生活作息中能運用的策略和技巧，或給予居家環境調整的建議，讓孩

子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有更多練習療育目標的機會。

家長常聽到的「感覺統合」治療就是職能治療師的執業範疇，感覺統合意指

大腦接收、處理並整合來自身體和環境的感覺刺激訊息，讓孩子能與外界環境有

適當的互動和學習。職能治療師依照孩子的需求設計感覺統合刺激活動，促進感

覺統合發展或改善感覺統合失調，增加對外界環境刺激的適應能力。在治療室

工作時，經常使用的器材有感覺統合的設備，例如提供前庭本體覺或觸覺刺激

的各式懸吊鞦韆、大龍球、滾筒、球池等，提供精細動作訓練的套杯、插棒、

治療性黏土等多樣化教具，以及提供知覺認知訓練的顏色或形狀配對、視覺搜

尋和辨識等各式教具。工作過程中會運用活動分析和專業理論參考架構，將設

備器材做靈活的變化與難易度調整，讓孩子能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功的經驗，

逐步地提升所需要的能力。

在腦性麻痺孩子常看到的足托板或手托板也是由職能治療師製作，在專業

名稱上稱為”副木”，製作材料為低溫熱塑型的塑膠，職能治療師使用副木材

料和加熱設備，依照需求和身形製作矯正或保護的副木，幫助肢體維持在合適

的擺位，以預防變形或是促進動作功能表現；職能治療期待將療育成效導入於

生活中運用，將操作、自理能力提升後，就能帶動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一對一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職能治療師會依孩子的狀況和需求安排一對一治療或是團體治療，一般來

說，嬰幼兒或主動動作反應較少、對指令反應不足的孩子，會先安排一對一的

治療；若透過團體的方式更能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如模仿、等待、輪流、分

享等，則會安排團體治療的方式，通常會安排年齡或能力相符的孩子進行團體

治療。

二、 家長的心理建設

當觀察到自己的孩子在動作、認知、語言、人際互動等表現與同齡的孩子

有落差時，就表示孩子可能有發展遲緩的疑慮，此時就像感冒要帶小孩看醫生

一樣，開始對外去尋求資源，了解孩子的需求後，才能提出對應的策略或處理

方式；可先試著在臺中市兒童發展資源網上，做初步的線上發展篩檢，或洽詢

衞生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參加其所辦理的兒童發展篩檢；篩檢後若有

發展疑慮，建議進一步預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由醫院的團隊來為孩子評估各

領域的發展狀況為何。當孩子確診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時，家長通常會經

歷一連串的心理歷程，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悲傷到接受，這些都是正常

的反應，給自己調適的時間，穩定情緒去面對與接納孩子，陪伴孩子積極接受

治療，若能在居家相處的環境或日常作息中，將治療師建議的方法，融入遊戲

及活動中，成效將愈明顯，愈早開始對孩子的幫助愈大；建議善用社會福利、

教育、醫療及家長支持團體資源，療育的路上絕對不是孤單的，有很多的專業

人員能加入，陪伴孩子和家長一步步地往前邁進。

三、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在療育課程開始前建議家長要和職能治療師討論孩子的問題、對孩子的期

待（希望能夠進步的能力），提供孩子在家中的現況，讓治療師釐清問題和設

立適合的目標，家長亦要清楚明白孩子在療育課程中進行的活動目標和內容，

回家之後將治療師建議的策略或活動實際執行，下次療育課程可分享執行的狀

況，自己遇到的困難等，治療師隨著家長互動方式與孩子的能力變化，會去調

整活動的難易度、修訂目標或改變策略等。家長每日的陪伴及主動參與孩子的

療育活動，效果勝過於一周只有一次的療育課程，因此治療師和家長雙方的互

信互助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治療師會視課程的核心目標，歡迎家長一起

上課，習得親子互動的技巧，因此，找到一個願意視家長為工作夥伴，認同以

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的治療師，也是很重要的。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居家療育觀念–– 家長可以做些什麼?

6歲以前的孩子最主要的生活環境就是居家，讓孩子在居家環境中主動地

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像是探索環境、玩玩具、生活自理、與家人互動等，就能

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建議家長需多花點時間陪伴孩子，才能更清楚觀察到孩

子遇到的困難，在療育課程時，提出問題與職能治療師討論，那麼，治療師所

提的策略、引導技巧、環境調整等，才會更具體、聚焦，並且是可執行的，才

能真正地幫助到孩子。

二、從作息中找到生活療育的機會

現代人生活忙碌，雙薪家庭更是難以挪出時間好好陪伴孩子，建議家長盡

量將家中的作息與環境做規律的安排，穩定的作息和固定的家具擺設，能誘發

孩子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例如：回到家撕開魔鬼氈、脫鞋子、放到鞋櫃中，洗

澡前脫下衣服放到洗衣籃等，撕開魔鬼氈可以訓練小肌肉的力量，放到鞋櫃或

洗衣籃可以訓練手眼協調和配對分類的能力。以孩子的現有能力為基礎，再逐

漸加入一些挑戰性的任務，從作息中找到重複練習的機會，孩子若感到困難，

一完成就給予鼓勵，從肯定中獲得成就感之後，孩子會更願意自己主動參與及

完成任務。

三、省力好用的居家、社區資源

提供適合孩子的器材和教具以增加遊戲的豐富性也是重要的，可運用居家

的物品取代治療室中的器材或教具，例如前庭刺激活動可以用大浴巾讓孩子躺

在上面搖晃或翻滾；套杯可以用家中的紙杯；堆疊積木可以用鋁箔包或鋁罐飲

料等。當然，社會局早療系統的圖書教具借閱資源、圖書館適合孩子的繪本等

資源，也是非常優質的資源，在療育的路上助家長一臂之力。

常見問與答
Q：我的孩子會好起來嗎?

先天疾病的孩子和腦部生理功能異常的孩子，透過早期療育仍能促進能力

的發展，降低未來的障礙程度；動作受限程度較大的孩子也可透過輔具幫助孩

子參與生活與學習，例如重度腦性麻痺的孩子透過擺位椅維持坐姿參與課程；

使用進食輔具讓孩子能獨力完成進食。後天環境刺激不足或教養問題造成的發

展遲緩，透過早期療育的介入則較有機會恢復到與一般孩子相同的能力。

Q：當孩子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參加療育課程的前幾次，因為對治療師還不熟悉，孩子會有情緒或抗拒反

應是正常的，治療師會運用引導技巧讓孩子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就感和愉悅感

，讓孩子逐漸地適應和接受。若療育課程進行了數次仍有很嚴重的情緒反應，

則可和治療師討論孩子是否需要熟悉照顧者的陪同才會有較穩定的表現。

Q：為什麼孩子在治療師這兒能配合，回家就不配合?

居家的情境相對來說較放鬆，孩子也會較依賴，建議多和治療師討論能融

入居家作息中的活動，讓孩子在自然的情境下也能執行目標；還有，家庭成員

間對孩子盡量能有一致的原則與堅持，適度鼓勵和立刻稱讚孩子的好表現，孩

子與大人的配合度，就會愈來愈好。



對於早期療育家庭來說，「職能治療」是經常聽到的療育項目之一，但「職

能」二個字，乍看並不容易從字面去理解其意涵，到底在孩子接受早期療育的過

程中，何時需要職能治療的介入？職能治療又能幫忙孩子哪些領域的發展呢？

當孩子有發展遲緩的情形、對感覺刺激調節不良、肌肉張力異常、手指肌力

不足、動作不協調等，影響到孩子在遊戲、生活自理、學習、人際互動等參與表

現時，就可以尋求職能治療師的幫助。職能治療師是透過標準化或非標準化的工

具、觀察、與照顧者訪談等方式，評估孩子在該年齡階段的發展狀況和參與日常

活動的表現，分析可能的問題和需求，針對問題和需求設立治療目標，提供一對

一或團體的治療。治療的方式為運用設備器材，設計有目的性的活動，引導孩子

在活動中練習感覺動作、遊戲技能、人際互動等能力，並在治療結束後與照顧者

討論在居家生活作息中能運用的策略和技巧，或給予居家環境調整的建議，讓孩

子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有更多練習療育目標的機會。

家長常聽到的「感覺統合」治療就是職能治療師的執業範疇，感覺統合意指

大腦接收、處理並整合來自身體和環境的感覺刺激訊息，讓孩子能與外界環境有

適當的互動和學習。職能治療師依照孩子的需求設計感覺統合刺激活動，促進感

覺統合發展或改善感覺統合失調，增加對外界環境刺激的適應能力。在治療室

工作時，經常使用的器材有感覺統合的設備，例如提供前庭本體覺或觸覺刺激

的各式懸吊鞦韆、大龍球、滾筒、球池等，提供精細動作訓練的套杯、插棒、

治療性黏土等多樣化教具，以及提供知覺認知訓練的顏色或形狀配對、視覺搜

尋和辨識等各式教具。工作過程中會運用活動分析和專業理論參考架構，將設

備器材做靈活的變化與難易度調整，讓孩子能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功的經驗，

逐步地提升所需要的能力。

在腦性麻痺孩子常看到的足托板或手托板也是由職能治療師製作，在專業

名稱上稱為”副木”，製作材料為低溫熱塑型的塑膠，職能治療師使用副木材

料和加熱設備，依照需求和身形製作矯正或保護的副木，幫助肢體維持在合適

的擺位，以預防變形或是促進動作功能表現；職能治療期待將療育成效導入於

生活中運用，將操作、自理能力提升後，就能帶動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一對一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職能治療師會依孩子的狀況和需求安排一對一治療或是團體治療，一般來

說，嬰幼兒或主動動作反應較少、對指令反應不足的孩子，會先安排一對一的

治療；若透過團體的方式更能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如模仿、等待、輪流、分

享等，則會安排團體治療的方式，通常會安排年齡或能力相符的孩子進行團體

治療。

二、 家長的心理建設

當觀察到自己的孩子在動作、認知、語言、人際互動等表現與同齡的孩子

有落差時，就表示孩子可能有發展遲緩的疑慮，此時就像感冒要帶小孩看醫生

一樣，開始對外去尋求資源，了解孩子的需求後，才能提出對應的策略或處理

方式；可先試著在臺中市兒童發展資源網上，做初步的線上發展篩檢，或洽詢

衞生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參加其所辦理的兒童發展篩檢；篩檢後若有

發展疑慮，建議進一步預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由醫院的團隊來為孩子評估各

領域的發展狀況為何。當孩子確診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時，家長通常會經

歷一連串的心理歷程，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悲傷到接受，這些都是正常

的反應，給自己調適的時間，穩定情緒去面對與接納孩子，陪伴孩子積極接受

治療，若能在居家相處的環境或日常作息中，將治療師建議的方法，融入遊戲

及活動中，成效將愈明顯，愈早開始對孩子的幫助愈大；建議善用社會福利、

教育、醫療及家長支持團體資源，療育的路上絕對不是孤單的，有很多的專業

人員能加入，陪伴孩子和家長一步步地往前邁進。

三、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在療育課程開始前建議家長要和職能治療師討論孩子的問題、對孩子的期

待（希望能夠進步的能力），提供孩子在家中的現況，讓治療師釐清問題和設

立適合的目標，家長亦要清楚明白孩子在療育課程中進行的活動目標和內容，

回家之後將治療師建議的策略或活動實際執行，下次療育課程可分享執行的狀

況，自己遇到的困難等，治療師隨著家長互動方式與孩子的能力變化，會去調

整活動的難易度、修訂目標或改變策略等。家長每日的陪伴及主動參與孩子的

療育活動，效果勝過於一周只有一次的療育課程，因此治療師和家長雙方的互

信互助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治療師會視課程的核心目標，歡迎家長一起

上課，習得親子互動的技巧，因此，找到一個願意視家長為工作夥伴，認同以

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的治療師，也是很重要的。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居家療育觀念–– 家長可以做些什麼?

6歲以前的孩子最主要的生活環境就是居家，讓孩子在居家環境中主動地

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像是探索環境、玩玩具、生活自理、與家人互動等，就能

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建議家長需多花點時間陪伴孩子，才能更清楚觀察到孩

子遇到的困難，在療育課程時，提出問題與職能治療師討論，那麼，治療師所

提的策略、引導技巧、環境調整等，才會更具體、聚焦，並且是可執行的，才

能真正地幫助到孩子。

二、從作息中找到生活療育的機會

現代人生活忙碌，雙薪家庭更是難以挪出時間好好陪伴孩子，建議家長盡

量將家中的作息與環境做規律的安排，穩定的作息和固定的家具擺設，能誘發

孩子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例如：回到家撕開魔鬼氈、脫鞋子、放到鞋櫃中，洗

澡前脫下衣服放到洗衣籃等，撕開魔鬼氈可以訓練小肌肉的力量，放到鞋櫃或

洗衣籃可以訓練手眼協調和配對分類的能力。以孩子的現有能力為基礎，再逐

漸加入一些挑戰性的任務，從作息中找到重複練習的機會，孩子若感到困難，

一完成就給予鼓勵，從肯定中獲得成就感之後，孩子會更願意自己主動參與及

完成任務。

三、省力好用的居家、社區資源

提供適合孩子的器材和教具以增加遊戲的豐富性也是重要的，可運用居家

的物品取代治療室中的器材或教具，例如前庭刺激活動可以用大浴巾讓孩子躺

在上面搖晃或翻滾；套杯可以用家中的紙杯；堆疊積木可以用鋁箔包或鋁罐飲

料等。當然，社會局早療系統的圖書教具借閱資源、圖書館適合孩子的繪本等

資源，也是非常優質的資源，在療育的路上助家長一臂之力。

常見問與答
Q：我的孩子會好起來嗎?

先天疾病的孩子和腦部生理功能異常的孩子，透過早期療育仍能促進能力

的發展，降低未來的障礙程度；動作受限程度較大的孩子也可透過輔具幫助孩

子參與生活與學習，例如重度腦性麻痺的孩子透過擺位椅維持坐姿參與課程；

使用進食輔具讓孩子能獨力完成進食。後天環境刺激不足或教養問題造成的發

展遲緩，透過早期療育的介入則較有機會恢復到與一般孩子相同的能力。

Q：當孩子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參加療育課程的前幾次，因為對治療師還不熟悉，孩子會有情緒或抗拒反

應是正常的，治療師會運用引導技巧讓孩子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就感和愉悅感

，讓孩子逐漸地適應和接受。若療育課程進行了數次仍有很嚴重的情緒反應，

則可和治療師討論孩子是否需要熟悉照顧者的陪同才會有較穩定的表現。

Q：為什麼孩子在治療師這兒能配合，回家就不配合?

居家的情境相對來說較放鬆，孩子也會較依賴，建議多和治療師討論能融

入居家作息中的活動，讓孩子在自然的情境下也能執行目標；還有，家庭成員

間對孩子盡量能有一致的原則與堅持，適度鼓勵和立刻稱讚孩子的好表現，孩

子與大人的配合度，就會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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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早期療育家庭來說，「職能治療」是經常聽到的療育項目之一，但「職

能」二個字，乍看並不容易從字面去理解其意涵，到底在孩子接受早期療育的過

程中，何時需要職能治療的介入？職能治療又能幫忙孩子哪些領域的發展呢？

當孩子有發展遲緩的情形、對感覺刺激調節不良、肌肉張力異常、手指肌力

不足、動作不協調等，影響到孩子在遊戲、生活自理、學習、人際互動等參與表

現時，就可以尋求職能治療師的幫助。職能治療師是透過標準化或非標準化的工

具、觀察、與照顧者訪談等方式，評估孩子在該年齡階段的發展狀況和參與日常

活動的表現，分析可能的問題和需求，針對問題和需求設立治療目標，提供一對

一或團體的治療。治療的方式為運用設備器材，設計有目的性的活動，引導孩子

在活動中練習感覺動作、遊戲技能、人際互動等能力，並在治療結束後與照顧者

討論在居家生活作息中能運用的策略和技巧，或給予居家環境調整的建議，讓孩

子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有更多練習療育目標的機會。

家長常聽到的「感覺統合」治療就是職能治療師的執業範疇，感覺統合意指

大腦接收、處理並整合來自身體和環境的感覺刺激訊息，讓孩子能與外界環境有

適當的互動和學習。職能治療師依照孩子的需求設計感覺統合刺激活動，促進感

覺統合發展或改善感覺統合失調，增加對外界環境刺激的適應能力。在治療室

工作時，經常使用的器材有感覺統合的設備，例如提供前庭本體覺或觸覺刺激

的各式懸吊鞦韆、大龍球、滾筒、球池等，提供精細動作訓練的套杯、插棒、

治療性黏土等多樣化教具，以及提供知覺認知訓練的顏色或形狀配對、視覺搜

尋和辨識等各式教具。工作過程中會運用活動分析和專業理論參考架構，將設

備器材做靈活的變化與難易度調整，讓孩子能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功的經驗，

逐步地提升所需要的能力。

在腦性麻痺孩子常看到的足托板或手托板也是由職能治療師製作，在專業

名稱上稱為”副木”，製作材料為低溫熱塑型的塑膠，職能治療師使用副木材

料和加熱設備，依照需求和身形製作矯正或保護的副木，幫助肢體維持在合適

的擺位，以預防變形或是促進動作功能表現；職能治療期待將療育成效導入於

生活中運用，將操作、自理能力提升後，就能帶動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

給家長的療育建議
一、 一對一治療與團體治療的認識

職能治療師會依孩子的狀況和需求安排一對一治療或是團體治療，一般來

說，嬰幼兒或主動動作反應較少、對指令反應不足的孩子，會先安排一對一的

治療；若透過團體的方式更能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如模仿、等待、輪流、分

享等，則會安排團體治療的方式，通常會安排年齡或能力相符的孩子進行團體

治療。

二、 家長的心理建設

當觀察到自己的孩子在動作、認知、語言、人際互動等表現與同齡的孩子

有落差時，就表示孩子可能有發展遲緩的疑慮，此時就像感冒要帶小孩看醫生

一樣，開始對外去尋求資源，了解孩子的需求後，才能提出對應的策略或處理

方式；可先試著在臺中市兒童發展資源網上，做初步的線上發展篩檢，或洽詢

衞生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參加其所辦理的兒童發展篩檢；篩檢後若有

發展疑慮，建議進一步預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由醫院的團隊來為孩子評估各

領域的發展狀況為何。當孩子確診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時，家長通常會經

歷一連串的心理歷程，從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悲傷到接受，這些都是正常

的反應，給自己調適的時間，穩定情緒去面對與接納孩子，陪伴孩子積極接受

治療，若能在居家相處的環境或日常作息中，將治療師建議的方法，融入遊戲

及活動中，成效將愈明顯，愈早開始對孩子的幫助愈大；建議善用社會福利、

教育、醫療及家長支持團體資源，療育的路上絕對不是孤單的，有很多的專業

人員能加入，陪伴孩子和家長一步步地往前邁進。

三、如何與治療師合作

在療育課程開始前建議家長要和職能治療師討論孩子的問題、對孩子的期

待（希望能夠進步的能力），提供孩子在家中的現況，讓治療師釐清問題和設

立適合的目標，家長亦要清楚明白孩子在療育課程中進行的活動目標和內容，

回家之後將治療師建議的策略或活動實際執行，下次療育課程可分享執行的狀

況，自己遇到的困難等，治療師隨著家長互動方式與孩子的能力變化，會去調

整活動的難易度、修訂目標或改變策略等。家長每日的陪伴及主動參與孩子的

療育活動，效果勝過於一周只有一次的療育課程，因此治療師和家長雙方的互

信互助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治療師會視課程的核心目標，歡迎家長一起

上課，習得親子互動的技巧，因此，找到一個願意視家長為工作夥伴，認同以

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的治療師，也是很重要的。

居家療育配合方式
一、居家療育觀念–– 家長可以做些什麼?

6歲以前的孩子最主要的生活環境就是居家，讓孩子在居家環境中主動地

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像是探索環境、玩玩具、生活自理、與家人互動等，就能

促進孩子的能力發展，建議家長需多花點時間陪伴孩子，才能更清楚觀察到孩

子遇到的困難，在療育課程時，提出問題與職能治療師討論，那麼，治療師所

提的策略、引導技巧、環境調整等，才會更具體、聚焦，並且是可執行的，才

能真正地幫助到孩子。

二、從作息中找到生活療育的機會

現代人生活忙碌，雙薪家庭更是難以挪出時間好好陪伴孩子，建議家長盡

量將家中的作息與環境做規律的安排，穩定的作息和固定的家具擺設，能誘發

孩子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例如：回到家撕開魔鬼氈、脫鞋子、放到鞋櫃中，洗

澡前脫下衣服放到洗衣籃等，撕開魔鬼氈可以訓練小肌肉的力量，放到鞋櫃或

洗衣籃可以訓練手眼協調和配對分類的能力。以孩子的現有能力為基礎，再逐

漸加入一些挑戰性的任務，從作息中找到重複練習的機會，孩子若感到困難，

一完成就給予鼓勵，從肯定中獲得成就感之後，孩子會更願意自己主動參與及

完成任務。

三、省力好用的居家、社區資源

提供適合孩子的器材和教具以增加遊戲的豐富性也是重要的，可運用居家

的物品取代治療室中的器材或教具，例如前庭刺激活動可以用大浴巾讓孩子躺

在上面搖晃或翻滾；套杯可以用家中的紙杯；堆疊積木可以用鋁箔包或鋁罐飲

料等。當然，社會局早療系統的圖書教具借閱資源、圖書館適合孩子的繪本等

資源，也是非常優質的資源，在療育的路上助家長一臂之力。

常見問與答
Q：我的孩子會好起來嗎?

先天疾病的孩子和腦部生理功能異常的孩子，透過早期療育仍能促進能力

的發展，降低未來的障礙程度；動作受限程度較大的孩子也可透過輔具幫助孩

子參與生活與學習，例如重度腦性麻痺的孩子透過擺位椅維持坐姿參與課程；

使用進食輔具讓孩子能獨力完成進食。後天環境刺激不足或教養問題造成的發

展遲緩，透過早期療育的介入則較有機會恢復到與一般孩子相同的能力。

Q：當孩子有情緒或抗拒怎麼辦?

參加療育課程的前幾次，因為對治療師還不熟悉，孩子會有情緒或抗拒反

應是正常的，治療師會運用引導技巧讓孩子在治療活動中獲得成就感和愉悅感

，讓孩子逐漸地適應和接受。若療育課程進行了數次仍有很嚴重的情緒反應，

則可和治療師討論孩子是否需要熟悉照顧者的陪同才會有較穩定的表現。

Q：為什麼孩子在治療師這兒能配合，回家就不配合?

居家的情境相對來說較放鬆，孩子也會較依賴，建議多和治療師討論能融

入居家作息中的活動，讓孩子在自然的情境下也能執行目標；還有，家庭成員

間對孩子盡量能有一致的原則與堅持，適度鼓勵和立刻稱讚孩子的好表現，孩

子與大人的配合度，就會愈來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