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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愛玩水，您知道「水」也是可以促進孩子發展的一種媒介嗎？到底如

何讓孩子親近水、喜歡水，進而運用水，讓我們一探「水療」的究竟吧！

什麼是「水療」?
水療是利用水的物理特性，作用在人體以達到各種療效的一種治療方式。

像是「水壓」對人體產生的感覺，如同穿了一套水感重力衣，在水中運動就

如同在負重環境下運動，可以增加心肺耐力（吳欣蒔、林瑞興，2011）。水的 

「阻力與擾流」是人在水中運動感受到水的第二種作用，人在水中移動時，不同

的速度與方向，會使得水會產生不同方向與大小的阻力，肢體在水中運動時感受

到的阻力，可以加強肌肉力量及耐力；人在水中活動時產生的「慣性水流」，是

水的第三種作用方式，就像一套水感重力衣，有延伸的功能，在水流延長時，可

增加身體柔軟度，輕柔的延展肢體，增加關節活動度；水的「浮力」則是水的第

四種作用方式，可以讓身體自然漂浮，減少重力的影響，可較輕鬆做出動作，更

可創造出多樣的水中動作控制及平衡技巧等。

誰適合做「水療」？
在早療的兒童當中，腦性麻痺幼兒常併有肌肉高張，藉由水中的動作控制

訓練，可提升身體的穩定功能及改善肌肉張力。染色體異常或發展遲緩兒童多

屬肌肉張力偏低，可以藉由水中的「阻力與擾流」進行個別化的肌耐力訓練；

在注意力不集中或是過動的兒童，到了水中可以進行各種感覺系統重整，在動

態的活動環境下可以設計多重任務交付孩子，在活動中增加心肺耐力及社會互動。

其實愛水是孩子天性，在這樣一個怡然舒適，又有主動動機的環境下，水

療或許也是早療介入的一種選擇。

「水療」的訓練面向
「水療」是「游泳」或「SPA」嗎？其實不然，二者不盡相同，但也有部

份元素相同。水療（hydrotherapy）的定義是治療師利用水的物理特性，來鑑

別、評估及治療病患的醫療專業（武而謨、周文博，1993）。其中包含了詳細

的醫務流程，治療手法也選用有水療實證醫學效力的方式介入，目的在改善個

案的身體機能及功能性提升。以水療介入來概述，常見的五個訓練面向：

一、適應水性

引導孩子進入水的世界裡，可以先從拍水、潑水開始，讓孩子從

玩的方式進入水中活動，藉由不同的遊戲任務，自然的情境讓孩子可

以適應水中的環境，並且完成設定的任務，自然而然的建立孩子在水

中活動的信心。

二、身體控制

水療課程會以設計個別化的動作訓練，像有背伸直張力的個案，

會誘發在水中身體彎曲，在手肘撐浮板的情況下，做水中踩水的動作，

這個時候上肢可以訓練到支撐的能力，更可以誘發肚子的肌肉用力

及核心穩定，還能做到下肢做交替性的踢水動作；或是頭部控制不佳

的個案，藉由水的浮力呈現漂浮狀態，治療師協助做前後左右的身體

擺盪，身體為了在水中取得平衡，會做很多身體控制的反應，及維持

軀幹的穩定，藉由擺位或器材的使用訓練身體的控制。

三、水中移行

在水中移動的能力，是一種自信及功能性的表現，可以從一開始

池邊行走，進階到水中行走，從有浮具支持到逐漸褪除，都是水中移

行能力的動作表現 。

四、水中運動

如站立下壓浮板，可以加強肩部及手部的肌力，並可加強核心穩

定；或使用浮具在水中持續踩水，可在水中進行有氧運動，增加心肺

耐力（戴似芳等人，2009），活動設計是以有計畫性、治療性來介入，

用以改善或維持身體適能，進而達到健康促進的目的。

五、治療性游泳

依個案的疾病或是生理特性，經過動作分析設計，教導修飾、改

變、調整之後的游泳方式，讓個案透過治療性的游泳進行水中運動。

在水療的課程當中，有一對一治療及團體治療，會對兒童療育目標及其家

庭支持度進行評估，依照孩子的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給予建議。在一對一治療

課程，著重在治療性的介入，常見手法有哈勒維克水療法、巴德拉加茲環技術、

Sherrill 的水中樂趣與成功模式等（曾怡珊等人，2020）；在團體課程則會強

調家長與兒童的互動，教導安全攜抱法及親職互動技巧，課後可在家庭活動日

增加水療活動項目。

在家裡可以做什麼？
許多家長對於不同的早療方式，充滿了期待也擔心是否有治療效果，療育

跟教養一樣需要適性而教，也需要點點滴滴的累積。

因此在家中的時候也可以幫助孩子多做練習，例如洗澡時可做面部碰水，

頭部灑水吐氣，藉由玩水進行適應水性的活動；也可以在床鋪上進行交替性滑

手或懸空下肢做踢水動作；在水中學習到新的動作技巧，例如不會放手行走的

兒童，在水中建構了行走跨步的動作經驗，可轉移到陸地行走，練習及內化行

走功能；更有尚未翻身的嬰孩，因為水中的漂浮減少了對抗重力的阻礙，如海

豚悠遊的雀躍旋轉，徜徉在水中自在的翻身，這樣沉浸式體驗成功的動作路徑，

嬰孩可將水中成功的經驗轉移到陸地動作，進而用多元的訓練達到翻身的里程碑。

看到水療有這麼多的好處，您是否也躍躍欲試呢？給孩子一個不同的體驗

和經驗是很重要的事，在進入治療之前，或許我們也可以先幫助孩子建立一個

親水的環境和活動，讓孩子在生活中也能與「水」做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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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藉由水的浮力呈現漂浮狀態，治療師協助做前後左右的身體

擺盪，身體為了在水中取得平衡，會做很多身體控制的反應，及維持

軀幹的穩定，藉由擺位或器材的使用訓練身體的控制。

三、水中移行

在水中移動的能力，是一種自信及功能性的表現，可以從一開始

池邊行走，進階到水中行走，從有浮具支持到逐漸褪除，都是水中移

行能力的動作表現 。

四、水中運動

如站立下壓浮板，可以加強肩部及手部的肌力，並可加強核心穩

定；或使用浮具在水中持續踩水，可在水中進行有氧運動，增加心肺

耐力（戴似芳等人，2009），活動設計是以有計畫性、治療性來介入，

用以改善或維持身體適能，進而達到健康促進的目的。

五、治療性游泳

依個案的疾病或是生理特性，經過動作分析設計，教導修飾、改

變、調整之後的游泳方式，讓個案透過治療性的游泳進行水中運動。

在水療的課程當中，有一對一治療及團體治療，會對兒童療育目標及其家

庭支持度進行評估，依照孩子的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給予建議。在一對一治療

課程，著重在治療性的介入，常見手法有哈勒維克水療法、巴德拉加茲環技術、

Sherrill 的水中樂趣與成功模式等（曾怡珊等人，2020）；在團體課程則會強

調家長與兒童的互動，教導安全攜抱法及親職互動技巧，課後可在家庭活動日

增加水療活動項目。

在家裡可以做什麼？
許多家長對於不同的早療方式，充滿了期待也擔心是否有治療效果，療育

跟教養一樣需要適性而教，也需要點點滴滴的累積。

因此在家中的時候也可以幫助孩子多做練習，例如洗澡時可做面部碰水，

頭部灑水吐氣，藉由玩水進行適應水性的活動；也可以在床鋪上進行交替性滑

手或懸空下肢做踢水動作；在水中學習到新的動作技巧，例如不會放手行走的

兒童，在水中建構了行走跨步的動作經驗，可轉移到陸地行走，練習及內化行

走功能；更有尚未翻身的嬰孩，因為水中的漂浮減少了對抗重力的阻礙，如海

豚悠遊的雀躍旋轉，徜徉在水中自在的翻身，這樣沉浸式體驗成功的動作路徑，

嬰孩可將水中成功的經驗轉移到陸地動作，進而用多元的訓練達到翻身的里程碑。

看到水療有這麼多的好處，您是否也躍躍欲試呢？給孩子一個不同的體驗

和經驗是很重要的事，在進入治療之前，或許我們也可以先幫助孩子建立一個

親水的環境和活動，讓孩子在生活中也能與「水」做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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