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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嗎？
有哪些福利與權利
流 程 篇

案例故事 1
㈐80⯵㹍琪☜ㅙㅏ┨⼌岕山╶
ᴲẘ琪䧦撆ㄆ㉧ᵋ㨅㠔⡟琪⼌拴㳾ᴥ
㣀㊄ᴥ㣀琪山╶拫招◱琪㽭㧤搨㔏䨗
暼琪ᴲ⑨ⓕ桛琪䟺䀖䈓䏼㳝恾̹̹ӻ
案例故事 2
塈⻪ⲫ⨃⛋◲ダẁ琪Ṵ⨃ᵒ揃揤
ᴰ䥟䔓䔓剔㍾ハ撬㯉㻪䢢❧㊞嬛乼䢙
䢠琪䎕ᶫㅆ䔓䔓䠎嶦憆㊞楷䯴帤㣩琪
ⱔ嶦⌢抯揤悬ᶫ揤⑇㔛⑄恺琪⚣嶦⌢
楅䔓䔓⼌撆琪⦻ᴲⱘ⑨嶦⌢琪䔓䔓哎
ᷯ㨅抁Ⲁ憆㊞楷䯴帤㣩̹̹ӻ

▇ 身心障礙者鑑定流程
備妥必要的資料 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區（鄉鎮市）公所

醫院身心障礙鑑定

案例故事 3
塈⻪ⲫ䥟ⴡⴡ圶ⱑⱑ琪Ṵ⨃⛋◲琪
哀ㅥ⯵ㅏ琪㉣㣄⼌㧤憆㊞楷䯴㔦⑥琪
⯵⠪⯵㔮単ᵰ⯱琪╻ᴯ⑇䦥⧳涯䥟☯
▄琪拴ㅙㅏ楓內䠎嶦┋懯宷▄徖
䠃琪㧤㻾⭥ㅥӺ㖘䣋㴺Ӻ◱䣋㴺琪ᶄ
⦻傈䟺⥃㨫勧䠎嶦┋槖徖宷▄̹̹ӻ

身
身體功能
身
身體結構

案例故事 4
巸ṔṔ70⯵㹍琪⦻㏪⯱⻩哏ᴰ☥憆
ㅙ䥌䣮琪偮撆ㄆ⭆⢉⸫䠎嶦撨Ⰲ⎒䢠
☼琪ᴥ⋦㧣㉧琪㠑┋⻄㬓㨅拵挩䥟拵
䫀琪⚖槖崽⠪琪㔨䫀㤊撆ㄆㇰ䠃䥟㭸
㡢幮⻄㬓⢉Ṳ⓿㢒昊嵿琪嵿Ḋ䎕䠎嶦
勠⛊偮䠌㊄⍀勧㆒㊄ӻ撆ㄆ㠔ㇰ䠃㧏
丁⛣䢠㎠䥟㭸㡢琪⑄㷼䠎嶦㔨㗚┋琪
榃㉧⑨䠎嶦憆㊞楷䯴帤㣩ӻ

衛生單位審核

案列故事 5
㈐⦻ㅏ俛ⰂӺ嬧▰ᴲỤ⚥㧙⑄
ㆁᵒ殃勧㓫䎕戅㯠㢪琪榱㧤㹳楷㔦⑥
ṫᶄᴲ䃠㰵㧤Ṻ䱪┄琪偮⚦ᷟ㚫摭琪
⚖ᶫ⑇㔛䠎嶦宷▄琪⦻勧㚶ᶫᴥ⋦㧏
懰Ӻ㧏㢔Ụ㚃▰䥟戅㯠琪㺪Ⰴ⯱ⓕ㊄
⍀Ӻ挦▰⚥拶拶⑇⧭揘㢔Ụ⯵ᶫӻ
案列故事 6
Ṵ⨃㊄⍀䢠㔚䥟䙦ṔṔ琪㤊撨ㆁ憆
㊞楷䯴勠琪Ể㢋┑憆㊞楷䯴本琪⑄
ㅏ⑂⛊䠎嶦⦶櫠懯宷▄ӻ⺑⽇⨃㊄
⍀撆ㄆ❧懯ᵒ㊞䥟㇕幋ᴰ琪⛬⑇䦥
⧳涯㦆㤝䲺⋺ᶫ涳厧戅㯠Ӻ㽫䁏Ụ⥃
㯠琪␣䠎嶦㻾⭥ㆂ宷▄琹ᵋ㔮乲ⓕ椽
抯⺑⑨䠎嶦㻾⭥ㅥӺ㖘䣋㴺两宷▄琪
ᴲ㠽ᴥᴰ⸫㕥⦶櫠⑃揃䠃̹̹ӻ
截至去年（100年）底止，台灣身
心障礙者超過110萬人，也就是每100
人中，約有4.7人是身心障礙者，但
有多少人不知可享的服務與福利？
10月14日出刊的元氣周報，介紹了
北中南的無障礙景點，推薦輪椅族秋
遊最佳去處，深受讀者歡迎；本期續
推出「你知不知道的輔具資源福利」
專題，提醒身心障礙朋友及家屬，莫
忘應擁有的福利與權利。
（元氣編輯室）

活
活動參與
環
環境因素

身心障礙者鑑定表
身心障礙者鑑定報告

社政單位組成專業團隊進行確認
1.核定身心障礙者資格
2.判定行動不便、必要陪伴者優惠及復康巴士
之需求評估

核發身心障礙者證明

1.社政單位進行詳細需求評估、輔具服務評估
及居家照顧評估等後續相關評估。
2.社政單位組成專業團隊確認評估內容，提供
福利服務。

封面Story

2012年10月28日 星期日

▇ 輔具申請流程
【我有身心障礙舊制手冊】

【我有身心障礙
新制證明】
依新制完成身心障礙
鑑定，並經ICF需求
評估人員確認有輔具
需求者。

障礙者認有申請輔具需求
（含尚未依新制完成身心障礙
鑑定及需求評估者）

註：ICF國際健康功能
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我是身心障礙者
如何申請輔具資源補助？
流 程 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
理申請（得委託公所、政府
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
位、醫療院所），協助完成申
請案之填表後，將受理案件轉
介至輔具評估單位實施評估。

輔具評估單位（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或指定之醫療院所）實施評估
1.由輔具評估人員實施評估
2.完成評估10日內，將報告併同申請表，送書面審查及核定單位。
（報告副本送交申請人）

書面審查及核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得委託公所、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不合規定

符合規定

書面審查及核定單位應於收訖評估報告書
15日內，將補助之核定結果函發申請人。
核定書應載明補助項目、購買期限

申請人是否接受審定結果

發不予補助
核定函

不接受

是否申請複查

接受
不複查
申請人於審定後6個月完成輔具購置及請款。
採實物給付時，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委
由公所或輔具中心、供應商）提供輔具。
申請助聽器者C款補助者另需實施效益驗證。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於請款文件
（申請助聽器C款者應附效益驗證合格報告）
備齊後1個月內撥款。

⑂㠚揃懯徢䅫ᵒ㊞琭㚫Ề
峳勠楎榠啞琭㡏䛡

結案

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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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買輪椅嗎？
先評估恢復期、使用功能
峳勠恴⺔圌Ӻ㩲㋸琭⬌⻩

案例故事1：78㹍㩲ṔṔ抬ㅏẫ⦻
ㅏ勜Ӻ梷些招◱琪╻ᴯ┨椾⸫Ṵ椽桦
ⓛ琪䏼㾰嬧恋琪⺑⽇㏎䎕勜ᷟ⺑䃖志
戅㯠Ḉ㹀琪ṫ㔛徖ᴲ徍琪勜ᷟ⺑ᶄ㙭
㢀⨫戅㯠琪幮⺑⽇嗁㏌̹̹ӻ
案例故事2：20㹍䥟巸ⲮⰂ⹓䟺⦻
䎕憥䱨涃㕳琪樻戅㯠Ḉ㹀琪巸ᶄ
㏎⠪Ԅ槛屜徒戅㯠⢩琽ԅ

購買前評估 使用意願與期限
ᵒ⽌撆⹓Ⰲ⹓椟崈撆椽懯ᵒ㊞
卒变㾖䤝ㄆ㩲㣻囊嶅琪嬧恋懯Ⰲ哏
ᴯ⛊ⓡ䎕㪏㨱Ӻ▄嬧⥃琪Ḋ⚥戅㯠琪
⦻╺变ᴲ⛧琪⛊Ể䢠㍾䥟䢠㾜挍䳦琪
嶚㡏Ấ䠃懯ӻ
ポ樽ᴯ䜎䛠䇚䧉䥟懯琪ⱝṺ捓
志✽琽㩲㣻囊㇕幋琪椿ᶫ勞撪懯䥟
⠉⏔ӺẤ䠃㧺椫⯱琪⛊Ḋ␣崰ṕ䢠㍾
䥟㌽㊄㧺槛屜⯵ᵪ㤝桮琪㤊✁㧤㏪欳
Ấ䠃Ӻ㤊✁㧤丁⛣䢠㍾䥟槛屜琪㧛ⱘ
楅⛧䢠㍾┋懯ᵒ㊞嵁䠃琪⑨㽕㤊
✁志徒ӻ
Ằⱝ琪戅㯠▰懭ᴯ圇␞琪Ấ䠃䥟
㧺椫ᶄ懞桒琪ㅏ懰䢠㍾⦻㌽㊄拺ㆁ懞
㋆琪㧤䥟ᴲ┋ᴥ⋦㧣⼌变ᴰㅥ㊄⍀琪
戅㯠⻨᷻⛅㤊㦆㤝㌂䥟懯琪⺑⽇⼌
⛊勞撪䠃䲺⋺⚱Ḉ志徒ӻ

峳勠楎ữ⛤琭㟸㉌

☯╶㖨㟸琭Ⰴ剿撆䤝懯⼰䰕ᵒ㊞

㊻ᴥ嶅琪屜㸿欹䢠⚦恋惊㗚▄嬧⥃琪
㌫㋰ᴥ㹀揘恋ᴲⓕ⚖琪㸿欹䢠⚦ᴲ⛊
ḊẤ䠃ᴥ唇▄嬧⥃琪勧㤊屜Ấ䠃㧤戅
⸫䥟▄嬧⥃ӻ

當爸爸和媽媽
都要買新輪椅時

用哪種輔具 要視病況而定

貴不一定好 學會正確使用

㰥㊻ᴥ嶅琪Ḋᵒ殃䎕Ằ琪⢉⍏ᴥ
榖㔦䏼㾰Ấ䠃琪⎠╄⛁⯱ᴥ榖㔦琪ㄓ
ㄓ㧞䥗䟺ㅎ嬼⠪欧ӻ⢉㔦懯㢔樽琪
䧦Ấ䠃勠㤊✁ㅎ嬼ⱘ琪ⱝ㩷ㅎ嬼
ᴲⱘ琪⼌屜Ấ䠃⦶⋦呎䥟㪏㨱琹勧呎
招◱䢗䢶䥟勜ᷟ⺑琪捄⛣䠃▄嬧⥃琪
拴㤊樻㔦㝫ⓕ╶ӻ
⚣Ằⱝハ撬㯉㻪䢢⏐䭇㍾勠琪㰥

ᵒ囊⑃嬧▰䑂幒☯㧞䛡ᶰ桒揈
⯱Ⰴ嶅琪懯ㅙ☜䴉琪ᴥ᷀憆㊞楷䯴
懯屜偮挩懯ᵒ㊞⻣㱈崰ṕ琹㻬䨙
ᴥ屜䫀挮琪懯ᴲ㤊旽⯵⼌ⱘ琪屜
徒㧛捄⛣哅ヌ䥟琪⛧㤝屜䫀挮ⱝṺ㸾
䮕Ấ䠃琪⫕㨇䥟ⱝ㪏㨱揘㧤Ấ䠃㝢
㹀琪ⱝ㩷Ấ䠃ᴲ䡑琪ᴲṫ㽭䥗㛉㠣
㩷琪损⛊变㧤⺎琪捓志㤝屜帔㐩ӻ

⦻䔑㺨岅䧓兗ᴲ啊㢗嬧琪䎕ᶫ捓
志戅㯠琪㓬㔨䫀挮⻪⻪ᴥ㈐戅㯠琪
⻁⹓⠪㉣Ⰲӻ
␣嶢㺨岅琪⨃⑂⯱揘㊠櫣㝫
圲㪏㨱恋惊琪⦻㸿㓬⋬捓志ᶫᴥ⋦䵄
䵄䥟Ӻ㧤⦶䔅䥟㪏㨱ӻ⨃㕥㔦䥟⨋
㢔琪㓬⋬䠃俲マᴥ⼿ᴥ⼿䥟◠恒ẫ琪
幮㺨岅⨃Ấ䠃㤝琪㔦揃㺯懞哭㧨ӻ
㺨岅䥟万ᴥ㈐戅㯠琪⼌⨃ᴥ唇䥟
撆䤝⥃㨫嬧徒䥟琪哅徖㡓☞␞♎㧤⯵
䴉捓㞢ӻ㺨岅㺪Ⰴ㣄ᴯ䠌⯱⎈㚃⚖㊄
⍀琪俟嚆ᴥ⑇撧⯵惊䳦琪ᴰ☣┢⚖椟
抬⑇⧭恋恋琪⑨╻ᴯḶ⌢㣀ⓕ⚖䚄琪
乲恒ẫẤ䠃䙢㘕欖儜䥟琪⦻㸿ᴥ㧞
戅厩㽭㻾琪ᴥ㧞䳖▰㤝琪戅⸫ᴲⱘ
戤▰ӻ⨃⚦ᷟ㚫摭ᴰ琪㓬⋬㗚圲㺨岅
䥟㹳楷㔦⑥琪⚖ᶫ☛⑇㔛䠎嶦懯徢
䅫宷▄琪㧤ᶫᴮ☞␞䥟宷▄琪㓬⋬捓
志ᶫᴥ圇␞ⓕ欈䥟戅㯠琪戅⸫ⰂӺ㯠
憆懰琪ㆂ㯠拪㻾琪❧⯱⎈揘䇚㏪
㱐ᶫ琪♺㨇䥟哥戅㯠琪⼌㘫ⓕ⚖ᶫӻ
⑨嶢䔑岅戅㯠䥟捓志挩䳦琪⨃㊄
⍀ㄆ䥟㇕幋ᴰ琪㓬⋬┋懯ᵒ㊞⻦㼝
崰ṕ琪␣䮕嵨䔑岅哅ヌ䏼㾰㞨ẁ戅
㯠琪ᴹᴲ㤊⨃ㅥᴯ⼌㤊⨃戅㯠ᴯ琪㊠
櫣桒㧺㤝桮Ấ䠃ӻ
撪ᶫ䔑岅䥟㔦即✣䧏岭㤝䥟桒ㆁ
Ӻ咛┋呸䶄䥟桒ㆁӺ呸䶄┋呎ㅰ䥟桒
ㆁӺ欈揃䥟涳ㆁ❧㠊㝫╶Ӻ欓⸫┋咛
揃䥟涳ㆁӺ厄呛䥟⻇ㆁ̹两琪ᵋ䮕嵨
句㫌㧤䏼幥㈽Ӻ咛揃㧤䏼⮮䣼琪⻪呚
槛屜⛊㢦桦Ӻ⛊㖡♓樻呚⭥琪㓬
⋬⭆ᶫ孃㬗㉧琪䠎嶦ᶫᴥ㈐徖䠃ᴲṳ
䥟涳厧戅㯠琪勧ᴹ⨫⭥⛊㖡ᴰẫ琪
㚶ᴯ㧏ⱘ㧏♵㧏憺䥟⨫⭥琪ᶄ⛊㜈搨
䅱⍴志徒䥟俟圇␞䥟㻾⭥ㆂ̹̹ӻ
⨃拴ᵰ┨琪㓬⑃ᴲᶫ岾徒戅㯠
㧤拴熗⯵屜㿃㏪䥟ᶰ琪ᶄᴲ䫀挮㠚ㅷ
䥟懯ᵒ㊞❧撆椽㚫Ề拴㳾䥟☯▄ӻ
ӹӹӹӹ

㔦Ӻ㧤戅⸫Ӻ㽭戅⸫琪㧤᷀懯㤊屜
偮挩崰ṕ琪ⱝ㩷䧺䥟槛屜琪㔨㧞偁宷
▄ӻ

▇ 輪椅
使用任何形式柺杖的族群，通常伴隨
下肢肌耐力和行走速度下降的問題，無
法應付長距離的行走。因此在外出旅遊
或出差，建議使用結構簡單、重量輕的
鋁合金骨架輪椅，以方便攜帶。
輕便型輪椅，適合外出使用(右圖)。
圖 中山醫學大學附醫輔具中心
職能治療師林映華提供

枴杖種類多 留意膠頭磨損
㩲㣻囊嶅琪㧛仼⢉䥟懯⼌㤊㪏
㨱琪㪏㨱⛊個ⓡ䎕⢉㪏Ӻ⦶呎㪏Ӻ否
ᴰ㪏Ӻ┨咝㪏两琪╺变䡀㧤ᴲ⛧ӻ
琦嶦屦瑎琳琧
屜㚫摭䥟㤊琪㪏㨱哢⨋樽㚀峓䥟
植䆬崈峣Ԅ呻欈ԅ琦呻ⰲ琧⦻ᴲ㢒哢
⨋樽䯃㟁琪勲㛨拺ㆁ㋆琪ᴥ㣁䥗䛙呻
欈ᴯ䥟┖䢰䯃㛨琪㇕幋㧏㚶呻欈琪Ḋ
䯃㛨⦏撨䆬⋭ӻ
㢋◲ポ懯徢䅫ᵒ㊞ᵠḠ㰥㊻ᴥ
嶅琪⛅屜恋惊㧤熹ᴲ䵄⼌屜Ấ䠃嬧恋
欹懯ӻ
㺪䴉懯㉹仼⢉┋寢榷揘㧤琪Ằ
ⱝ㪏㨱⼌㧤ⱘㅙ䴉琪◠㗇⢉㔦Ӻ榴

高背輪椅可調整椅背傾斜度(上圖)。

把手可拆卸的輪椅，方便病患做轉位(上圖)。

幛勠ᷦ⍬琦⛋◲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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枴杖助行器
患部不同 選對才好走
峳勠恴⺔圌琭⬌⻩

峳勠楎ữ⛤琭㟸㉌

▇ 四腳柺（中風柺）

▇ 單枴（單點手杖）

誰
誰適合用：ㄓ屦ᵒ两䳦ㆁᵒ殃
㍾
㍾勠Ấ䠃ӻ
使用方法：Ấ䠃勠⚲⎒ᴥ⍏
使
琦㍾⍏琧䥟卧╶懞⢉㫕Ấ䠃勠
㧏
㧏ド琪嬧恋㧏⧋榾琪⦻⦶呎㫕
哢
哢⨋樽㚀峓樽䴨懞Ⰲ琪懞⢉㫕
㧏
㧏变ⓡ㟿㍾⍏撨撪琪☯▄ㅎ嬼
㠣
㠣㩷ᶄ㧏ⱘӻ
注
注意事項：嗀桒㧺Ấ䠃琪㣮毥
㓫
㓫挩ㆁỂ忏⍀⍏琪⻩哏㍾⍏㧏
╻
╻招◱琪⦻㸿⨃Ấ䠃㧺桮ᷲ㒤
╻
╻㈒㍾⍏䥟㊄⍀ӻ

琪ṫ
誰適合用：Ấ䠃勠拵ㄓ⛊哅嬧嬧恋琪ṫ
呎㕈
㹀嬧䥟ㅎ嬼䳨ド琪ⱝ懰㊉ᵒ殃Ӻ⢉呎㕈
⎒Ӻ敛淉㢪两ӻ
琪
使用方法：㚼㢗⍀㆒拴ᴥ⍏琦⍀⍏琧琪
30ㆁ
㇕幋㚼㕑㔦㤝琪㔦即㈩㧍俟20ㆁ┋30ㆁ
䎕ẘӻ
ᵠ琪
注意事項：⢉㪏Ḋ☯▄䢠㍾ㅎ嬼䎕ᵠ琪
⎠变ⓡ㟿⻬揃ⓡ⚲⎒卽涯䥟㕚撨ӻ
可摺疊單枴，收納方便。
左圖多了四個爪子的單
枴，適合平衡較差者，且
不必靠牆就可站立。

▇ 助行器
誰適合用：ᴰ卽卧╶招◱䥟敛淉㢪ӻ
使用方法：槛榴㔦⛧㤝㕮㚼琪⻢揃Ḣ撨
㊞ⓡ㟿哎▄嬧⥃ᴯ琪⛊䃶懰榴呎ⓕ╶䳦
ㆁ琪䟵哎⛊☯▄桒勠䠌⨫┋䶴琪䠌㢗Ấ
䠃仼㣮琪捄⛣▰ẁ☯嶚Ӻ╺变招◱䥟Ấ
䠃勠ӻḊ⦶呎▄嬧⥃ẫ䧦琪▄嬧⥃㉛┨
㚫琪ᴲ䢶䥟呎␣䶴ⓕ⚖琪㔛㧤撨撪⨃榴
㔦ᴯ琪䢶䥟呎⑨䶴ⓕ⚖琪㸿㤝⼌⛊Ḋ㔦
䠃╶Ӻ呎ᴲ䢶ӻ
注意事項：▄嬧⥃⎠变⨃ㅎ⨋Ấ䠃琪䏼
㾰ᴯᴰ㳮㮊琪涯䴨ᶄ懞㖫㨱Ⰲ琪䮋㝹卍
櫚ᶄ懞Ⰲ卍ӻ⛁⯱琪ᶄ㧤椟戅䥟▄嬧
⥃琪㧤ᶱ戅⚥⦶戅两捓㞢琪ᶄᴲ䠃㖇恒
▄嬧⥃琪ṫ㊠櫣嬼撪Ấ䠃勠䥟ㅎ嬼变
╶琪捚䏼㾰㚂┑戅⸫勧Ⰼ⚖ㅎ嬼ӻ

▇ 腋下柺

▇ 前臂枴
誰適合用：捄䠃⻨弼
⛧否ᴰ㫕Ấ䠃㢪剿ӻ
使用方法：哢
否ᴰ㫕ᴲ⛧ᵰ
夰琪⨃㢗┨咝
㫕樻㔦㙧⚥┨
咝⑄熹㠊㝫㫕㨱琪⦻
㧤┨咝ⰲ䞋䥟崈峣琪
幮Ấ䠃勠⛊䫈㦆㠙桦
㫕㨱琪䵕ⓕ榴㔦㗚⚱
䕄➜琪⦻䎕拴㳾䥟㢔
Ụ㌂琪⨃㸫剩⧦⺑㤊
嬧▰ᴲỤ䥟㻬䨙ᵠ䀜
Ấ䠃䥟㫕㨱㈽ӻ
注意事項：䧓懞㢗否
ᴰ㫕琪㔦㙧㕚撨懞
⯵琪㣮拻㓫㔦揃䰹偮
⮮拆琪⦻㸿ポ樽ᴯ⛁
㧤㚼㕥ᷟ涯ダ⹓崈
峣䥟┨咝㫕琪⛊䃶僄
㸿⠪欧ӻ

誰適合用：ㄓ屦⦻㏪⯱⻩哏⢉呎㓱榴
呎涃㕳琪㓱⦏撨䥟ᴰ卽㕈⎒琪⻩哏檧
ㄑ㝰宝⎒㓱㖤⎒㍾勠ӻ
使用方法：否ᴰ㫕㧤否ᴰ憺⭥⚥㕑㔦
⭥琪Ấ䠃㤝㫕㨱否ᴰ憺⭥䥟ᴯ傾悸否
ᴰ俟⑄㗢⻇琪⑨Ḋᴯ咝⑂⍏Ⱉ㢗否
ᴰ琪Ấ䠃㤝⛊Ểᴰ卽㛨⎒䳦ㆁ捓㞢⢉
⍏㓱榴⍏Ấ䠃琪刕熹㤊涯䴨懞Ⰲ琪㟷
ㄑᴲ㣮ӻ
注意事項：崌⯵㍾勠偮ㄓ嵿ḊԄ櫝
Ṵԅ否ᴰ㢔Ấ䠃琪拻㓫否ᴰ䰹偮⚥
嬛乼⚲┋⮮拆勧㏺┋ᴲ捄琪櫣㿃㏪Ấ
䠃㢔ӻ

貼心小物
它長得像枴杖，但不是
枴杖。它可協助不方便
彎腰蹲下的人，拾取地
上物品，或夾取高處櫃
子裡的東西。

圖 中山醫學大學附醫
輔具中心職能治療師林
映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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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家 篇

移轉位輔具
搬動患者 不用蠻力
峳勠㰥㷾䈯琭⬌⻩

案例故事：80㹍憆涯䭇㧲䥟搈ⱑ
ⱑ琪ㅎ㤝Ḋ抍䠃憥Ḉ㹀琪ᴥ㷼ᴲ㐩䥗
䟺憥䱨琪拻㓫叓㯩Ӻ涃䦡⚥⛎⻪呚涃
㕳琪ㅙᵳ⑃憆揘䏼㾰▰㈣琪Ṵ椽ᴥ⋦
㧣㔨㆒㊄ⓕ椽ӻ
Ṵ椽㧺桮琪搈ⱑⱑ䥟嬧▰揘槛屜
᷻ᷟ䥟ㅆ㊴琪撆ㄆ⦬❫⺑⽇㒤㺪2⻪
㤝勖▰ⱑⱑᴥ㷼琪ᵋ㤝㧚ⱔ㟁厧ӻ
ⱑⱑ䥟ⱎ⚥⸫Ӻⶎⵁ戅䀜彻徇䑂
歂琪ṫⱑⱑ涯撨ᴲ懰琪╻ᴯ勖▰㤝儘
㧞ᴲ⻪㊞䮋峓┋⚲⎒揃Ṳ琪ㄓ㇟㉲ⱔ
➢➢Ⰲ⛆损ᴲ㢒䥟㙴㔩ӻ㺪㷼揘槛屜
⑄⋦ᷟᴥ⛧㜇▰琪䑂歂勠䟵哎㔦揃Ӻ
厧揃䥟卧卤揘㖤⎒ӻ
ㅓⱘ搈ⱑⱑ䥟⹆⸫㤊卒变㾖䤝ㄆ
琪䧦┋哅ヌ䥟ⲬⲬ哢䔑㺨㉣⛞╶㧚ⱑ
ⱑ䳖Ṳ㉧琪⼌䶦┖㠴⻩᷻⋬ⱝṺẤ䠃
懯琪ㅆ▄ⱑⱑ䳖▰ӻㅎㄓ揘屜喌徖
⑄⋦ᷟ㔨变䳖▰ⱑⱑ琪䛙⨃᷻⋬ᴥ⋦
ᷟ⼌变懰淡㧚ⱔ勖憆琪ⱑⱑᶄᴲ㧞⑨
⚲┋䳖▰㤝䥟䢗䢶㕳䯃ӻ

峳勠楎ữ⛤琭㟸㉌ 䰕亟熖弡琭JillӺ⻪䥘

▇ 搬運患者3大原則
⧦㿋撆椽䕄䛡㾖䤝ㄆ仼㡢ᷦ㇕幋
䑂幒勠㜇挦㍾勠㤝捐ᴮⰂ♺┢ӻ
1.㜇挦㤝琪ⓢ◚✣☥慍⚥㈩呋䥟Ⳛ
▽琪呸垦Ӻ呋㯩㧞彻噒挩Ⰲ琪⺔㣮
⚲⎒ӻ
2.㜇挦㤝㒤␣䠃╶⑨▰ẁ琪ᶄ⼌㤊␣
㢘╶㉧琪⑨⌵䳖▰ӻ
3.戤㚶Ṳ剉㤝㒤戤呎ᴲ㕈呋琪䑂歂勠
⨃㜇挦挩䳦ᵒ琪屜戤▰憆涯㒤␣㉹
呎揃桦Ⲧ戤Ṳ琪勧樹㕈呋Ḋ⎒┋
呋㯩ӻ
椿ᶫἂ幒䑂幒勠㢗卒㱈⎒⺎
⯱琪㜇挦挩䳦ᵒ琪㍾勠䥟⑃ᶄ㉣撨
屜ӻ仼㡢ᷦ孃䰕琪⨃㜇挦挩䳦ᵒᴲ⛅
屜㿃㏪㍾勠䥟⧕琪䑂幒勠ᶄ㒤榃
㤝岛⺺⋦㬣䥟⚨㒤琪嗀㍾勠孃䛙ⓕᴲ
捄琪屜䕔─㿃㏪㓱⌷㸽▰ẁӻ

多功能移轉位滑墊，可用來翻身（上圖）、
起身（下圖）、轉位乘坐輪椅（右圖、右下
圖），防止照護者扭傷、拉傷。

錯誤移轉位 照護者易受傷
Ԅ昊嵿䥟䳖ṲӺ戤Ṳ琪ᴲ⛅⺔㣮
拻㓫㍾勠ᶱ㷼⎒⺎琪ᶄ㧞幮䑂幒勠⚲
⎒ӻԅᵒ囊⑃嬧▰䑂幒☯㧞䲳㧓桒
㩲㑂ⵒ孃䰕琪䑂幒ᵒ挦䠃㸾䮕䥟㜇
挦琪⻨䑂幒勠哢㍾勠揘㤊ᴥ䴉ἂ幒ӻ

上半身仍有行動能力的患者，可使用蝴蝶移位
滑板，自主移位。

零抬舉政策 避免職業傷害
ᵒ囊⑃嬧▰䑂幒☯㧞䛡ᶰ桒揈
⯱Ⰴ孃䰕琪剩⧦ᴥ櫠䫯䵑㗢ⓕ琪┨⑈
櫠卒㱈⎒⺎㧛⦏撨䥟嬧㱈琪揘哢䧦幒
㧤梷琪⦻㸿崌⯵⧦⺑ネ⻁嬧䥟Ԅ槑㖇
哤㠚丱ԅ琦No-Lift Policy琧琪䶦㏪
⨃ἂ幒撆幒ᷟ➼捚卒㱈⎒⺎ӻ揈⯱
Ⰴ嶅琪㉹⸲樽ᴯẫ䧦琪槑㖇哤ᶄ⼌㤊
捚㉭㔦㜇挦Ӻ㖇哤㍾勠琪㤊ᴥⰲ丁
⛣ᷟ涯ダ⹓䥟䑂幒㧨▴㢔㾰ӻ
揈⯱Ⰴ孃䰕琪槑㖇哤㠚丱㧛撨屜
䥟㱝㋐㤊㜇挦挩䳦㒤丁⛣ᷟ涯ダ⹓琪
㺯ⱝ䱜㸽䑂幒ᵒ㉭㔦㜇挦恠挩哅ヌ涯

撨ᴮⓡᵰᴥ䥟㍾勠琪ᵋ㈒嶚㠴厍䑂幒
勠㸾䮕⡟䠃懯䥟岛㋐ӻ

簡單輔具 起身翻身變容易
㜇挦挩䳦琪懯㕉䇯撨屜岭啍琪
ᴲṫ变䃶懰䑂幒勠䥟彻㞯琪ᶄ变㚫Ề
㍾勠㧏䵄䥟⧕㠣䠃ӻ揈⯱Ⰴ嶅琪
捓㞢捄䡑䥟懯⛊Ể㍾勠䖛㾜Ӻ⏔
ṲӺ⬏⨋Ⰲ⻪Ḋ⚥㞨ẁ⺔㣮ㆁ勧ӻ
Ԅ䏼槛志徒㣝徏䥟懯琪㧤᷀ㅙ䥙␞
哎☞␞䥟懯琪⼌变⻪䶦Ⰲ╺ӻԅ

1.多功能移轉位滑墊
揈⯱Ⰴ嶅琪䧉┨⺑ㆈ䑂幒勠ᴨ㓫
䎕ⱎ㌂琪⨃㜇▰宆䑂幒勠㤝ㄓ涯╶䏼
㾰彻噒ӻ
᷻㇕幋琪䳖戤Ṳ㤝琪⛊┄䠃仼㣮
䥟懯ⱝ⯵╺变⻣┄䳖戤Ṳ䆬⭥琪䏼
槛Ấ䠃Ⰲ⩦崈⍴琪⼌⛊☯▄䑂幒勠懰
㣮䥟ㅆ嬧▰ᴲỤӺ哀䢠⨃ㅥ䥟䢠㍾䳖
ṲӺ恒憆Ӻ勖憆Ӻ戤Ṳ两琪ᶄ变⧕
㍾勠䥟憆涯琪捚⑨ㆁ⚲⎒ӻ

2.蝴蝶移位滑板
嗀㤊ᴯ☥憆⛊㠊㝫琪ᴰ☥憆䥌䣮
䥟㻬䨙琪㩲㑂ⵒ㇕幋⛊Ấ䠃Ԅ婏婑䳖
Ṳ䆬㩚ԅ琪挦䠃ᴥ䔢婏婑䖛䥟⨫⭥琪
Ḋ䆬▰䥟㢔琪ㅆ▄㍾勠戤憆㓱㤊㉹
ㅥᴯ䳖▰哎戅㯠ᴯӻ
Ԅ懯䥟挦䠃琪⛊ㅆ▄嬧▰ᴲỤ
䥟㻬䨙恋挍䰙㧞ӻԅ揈⯱Ⰴ嶅琪ᶄ变
⭹挍嬧▰ᴲỤ勠䥟䟺䀖➜必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