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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爸媽還記得第一次幫嬰幼兒餵藥的經驗嗎？當下的手忙腳亂、藥粉噴飛

景象想必不堪回首，直到有機會認識和使用「餵藥器」後，應該是驚為天人、感

激涕零吧！現在回想起來，原來一個幾十元就可買到小工具，竟可讓照顧的日常

變得相對得心應手許多……

什麼是「輔具」?
類似上述特別生產或一般用於「幫助人類達到活動及功能目的」的任何產品，

廣義來說就稱之為「輔具」。

我們從小到大，在家庭、學校、社區甚至於社會中，吃喝玩樂過生活或認真

投入於工作的過程中，可以說或多或少一直受惠於各式各樣的輔助科技，來提昇

生活品質和效益。因關注輔具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因此本文將聚焦於「為了讓

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在生活中能夠進行日常活動，所提供的一個輔助性、甚

至是復健器具／設備」的兒童輔具來進行分享。

「輔具」的類別及應用
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5390 身心障礙者輔具－分類與術語》，輔

具依照其「主要任務功能」可分為11大類，本文就其中四項類別與大家分享：

一、個人行動輔具

在臨床工作中，最令人感動的時刻莫過於看到孩子終於能自己走

路了！這一類功能性動作「質」的飛越，往往代表著孩子增加自我探

索和學習範圍，能更自由的依照自己喜好，主動地探索世界獲取知識

經驗，步行移位讓孩子可以產生更好的學習動機和成效，亦會影響到

孩子的自我概念及與他人的互動模式等。

事實上，要達到「移位」這個目標，除了以雙腳行走這種方式進

行外，若兒童平衡能力不佳或下肢行動有困難的人也能借助「個人行

動輔具」來達成移位的功能，必要時還可以搭配「矯具與義具」中的

踝足部支架，來維持承重時較佳的骨骼排列，以增加穩定性；若行走

的效率不佳，還可以考慮使用(擺位型／特製)輪椅或電動輪椅（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2022），來增加移

位的速度。

使用這些輔具時，若能經過專業評估和一段時間的練習，將會提

昇使用效益，就好像我們學開車的歷程一般，重點是當孩子能完全自

主移行時，代表著他開始邁向了獨立的階段。

二、居家生活輔具

一般來說孩子在六個月大之後，就能開始學習自己吃東西。讓孩

子自己進食可以培養獨立的人格、增加感覺經驗及促進肢體協調統合

等。因應孩子不同的動作發展和限制，我們可以應用特殊叉子、湯匙、

筷子、杯盤、定勺碗、防滑墊等來達成目的，就能協助孩子們更容

易投入和練習，擁有成功經驗。

三、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與改裝組件

當兒童具有坐、站或行走等粗大動作功能發展遲緩，最令人擔心

的，往往是無法長時間維持直立姿勢所造成的身體變形。因此適當使

用臥姿、坐姿及站姿的「擺位輔具」，或許可以減少及預防這類問題，

例如：擺位椅／站立架能讓孩子坐／站時身體姿勢盡可能的對稱和

穩定，並延長維持直立姿勢的時間。此時，除了可以增進頭部控制能

力與心肺耐力外，直立的姿勢與較高的視線創造更多和他人溝通互動

的機會，都有助於孩子的社會化和社交發展；同時間家長視線也能看

到孩子的動態，可以更放心地完成備餐或洗衣等日常家事。

另外，居家無障礙環境的營造，也能讓孩子在移位時更加安全，

例如動線寬度是否足夠及暢通？傢俱、門檻的高低差等，適當的調整

都能增加孩子的獨立性和安全性。

四、溝通與資訊輔具

溝通能力是社會情緒發展很重要的基礎。有意願、能聽懂、會主

動表達或消化重組後再詢問，都是兒童時期生活經驗的累積，因此像

是放大鏡及螢幕報讀等「視覺輔具」、助聽器及影像電話等「聽覺輔

具」、及幫助發聲的「溝通輔具」等，都有助於特殊需求孩子的認知、

語言及適應能力的發展。

部分語言發展遲緩兒童透過「溝通與資訊輔具」改善其語言能力

並激發其學習潛力，例如：使用實體或圖片來替代或增強口語表達；使用

單詞、短語或符號列表之類的系統，搭配合適的電腦軟硬體等，都能增進

孩子與他人互動溝通的能力。

當溝通需求愈來愈複雜，若基礎溝通輔具無法滿足需求，直接口

語表達又遲遲未能發展，或因傷害疾病造成失語時，高科技設備的選

用或許可以改善完全無法溝通的困境。高科技設備具有隨著輸入而變

化的動態顯示，以便能更快地檢索；通常也具有多種輸入方法，從觸

摸屏上的直接選擇（例如，用手指）到各種類型的掃描、滑鼠／操縱

桿控制器或編碼系統、部分設備甚至可以透過眼睛注視來使用。另外，

各式開關和適用於開關的玩具改造，也是遊戲和學習很重要的一部

分（Jacqueline & Ana-Maria, 2018）。

輔具資源
買輔具，不難；買對輔具，又希望能得到補助，則需請用心！

在台灣，部分輔具的補助申請通過與否，需要經由輔具評估人員(治療師、

驗光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的評估建議後確認。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補助有各自的

申請流程，應具備的資格條件等，所以請先聯絡各縣市的「輔具資源中心」，

他們會提供輔具相關諮詢、評估、租借、媒合或維修等連貫服務；此外，衛福

部社家署的「輔具資源入口網」則可提供各式的輔具資源訊息，建議多加利用。 

從事輔具工作多年，深知善用輔具將帶來許多生活的便利和學習的效益，

協助孩子邁向自主和獨立，著實是父母不可忽略的好幫手喔！讓我們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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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孩子在六個月大之後，就能開始學習自己吃東西。讓孩

子自己進食可以培養獨立的人格、增加感覺經驗及促進肢體協調統合

等。因應孩子不同的動作發展和限制，我們可以應用特殊叉子、湯匙、

筷子、杯盤、定勺碗、防滑墊等來達成目的，就能協助孩子們更容

易投入和練習，擁有成功經驗。

三、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與改裝組件

當兒童具有坐、站或行走等粗大動作功能發展遲緩，最令人擔心

的，往往是無法長時間維持直立姿勢所造成的身體變形。因此適當使

用臥姿、坐姿及站姿的「擺位輔具」，或許可以減少及預防這類問題，

例如：擺位椅／站立架能讓孩子坐／站時身體姿勢盡可能的對稱和

穩定，並延長維持直立姿勢的時間。此時，除了可以增進頭部控制能

力與心肺耐力外，直立的姿勢與較高的視線創造更多和他人溝通互動

的機會，都有助於孩子的社會化和社交發展；同時間家長視線也能看

到孩子的動態，可以更放心地完成備餐或洗衣等日常家事。

另外，居家無障礙環境的營造，也能讓孩子在移位時更加安全，

例如動線寬度是否足夠及暢通？傢俱、門檻的高低差等，適當的調整

都能增加孩子的獨立性和安全性。

四、溝通與資訊輔具

溝通能力是社會情緒發展很重要的基礎。有意願、能聽懂、會主

動表達或消化重組後再詢問，都是兒童時期生活經驗的累積，因此像

是放大鏡及螢幕報讀等「視覺輔具」、助聽器及影像電話等「聽覺輔

具」、及幫助發聲的「溝通輔具」等，都有助於特殊需求孩子的認知、

語言及適應能力的發展。

部分語言發展遲緩兒童透過「溝通與資訊輔具」改善其語言能力

並激發其學習潛力，例如：使用實體或圖片來替代或增強口語表達；使用

單詞、短語或符號列表之類的系統，搭配合適的電腦軟硬體等，都能增進

孩子與他人互動溝通的能力。

當溝通需求愈來愈複雜，若基礎溝通輔具無法滿足需求，直接口

語表達又遲遲未能發展，或因傷害疾病造成失語時，高科技設備的選

用或許可以改善完全無法溝通的困境。高科技設備具有隨著輸入而變

化的動態顯示，以便能更快地檢索；通常也具有多種輸入方法，從觸

摸屏上的直接選擇（例如，用手指）到各種類型的掃描、滑鼠／操縱

桿控制器或編碼系統、部分設備甚至可以透過眼睛注視來使用。另外，

各式開關和適用於開關的玩具改造，也是遊戲和學習很重要的一部

分（Jacqueline & Ana-Maria, 2018）。

輔具資源
買輔具，不難；買對輔具，又希望能得到補助，則需請用心！

在台灣，部分輔具的補助申請通過與否，需要經由輔具評估人員(治療師、

驗光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的評估建議後確認。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補助有各自的

申請流程，應具備的資格條件等，所以請先聯絡各縣市的「輔具資源中心」，

他們會提供輔具相關諮詢、評估、租借、媒合或維修等連貫服務；此外，衛福

部社家署的「輔具資源入口網」則可提供各式的輔具資源訊息，建議多加利用。 

從事輔具工作多年，深知善用輔具將帶來許多生活的便利和學習的效益，

協助孩子邁向自主和獨立，著實是父母不可忽略的好幫手喔！讓我們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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