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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專輯

職能治療的成長與展望

文／曾美惠

職能治療簡介

「職能治療」這個名詞對大眾來說是既

熟悉又陌生的，在介紹職能治療時，不得不

先闡述「職能」二字，職能（occupation）

指的是每種在自己文化中能被定義的活動，

也就是有意義的或是有目的的活動，而職能

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就是聚焦在

患者「職能」的健康照護專業，藉著各種有

意義、有目的的活動或方法，增進患者參與

每天日常活動的功能，使其獲得最大的獨立

生活能力及社會參與，提升幸福感和生活品

質，以促進健康。職能治療的理念與世界衛

生組織在2001年所發表的「國際功能、失能

與健康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強調人們身

心功能、活動執行能力、社會參與，以及情

境因素影響健康狀態的模式，不謀而合。

職能治療師利用具治療目的的活動加以

改善或提昇患者的能力，同時視需要運用環

境改造、工作簡化、副木及輔助等代償方法

增進患者生活功能，亦提供日常生活功能訓

練及工作強化，幫助個案可以執行有意義的

日常活動，不僅能提升其生活功能，亦可預

防功能之退化，並促進人們的生活品質。

職能治療的服務對象包含因生理、心

理及社會功能障礙、發展遲緩、學習障礙、

老化或因不當社會文化環境使其日常生活

能力受損者，如腦中風、脊髓損傷、腕隧道

症候群、肌腱炎、思覺失調症、憂鬱症、躁

症、失智症、巴金森氏症、腦性痲痺、發展

遲緩、自閉症、感覺處理功能異常等，而年

齡層亦從嬰幼兒，青少年、成人直到老年。

可以提供服務的場所包括醫療院所、發展中

心、安養院、學校、家庭社區等。

2013年作者參觀日本東北文化學園

大學時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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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簡史與現況

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本系前身）

成立於民國59年，為我國第一個職能治療系

（組），民國81年8月與物理治療組分開獨立

成為職能治療學系，於91學年度成立研究所

碩士班，並於96學年度成立研究所博士班。

學系至今已有44年歷史，然而比起臺灣大學

裡的大部分其他學系，本系還算是相當年

輕。

本組成立之初，因國內師資缺乏，曾聘

任數位外籍講師協助授課，等本組開始有畢

業生後，陸續便由畢業生擔任助教協助教授

組內課程，然而由於他們必須兼負教學及醫

院臨床服務雙重責任，工作壓力沈重又升遷

不易，因此多數人最後皆選擇離職一途，其

中羅鈞令老師於民國70年回組內任教，適逢

數位資深教師離職，還好羅老師堅守崗位，

撐起本系的課程與行政事務工作，對於本組

發展初期提供非常重要的穩定力量。羅老師

對於職能治療專業教育及專業發展十分關

心，在當系主任任內曾邀集台灣各校職能治

療教師共同討論專業教育問題，她也一直積

極參與職能治療學會事務，對促進職能治療

專業發展有很大貢獻，是我們非常尊敬的老

師，因此本次安排羅老師的專訪，以期瞭解

她的心路歷程及對專業的投入。

從民國80年起，多位海外深造系友陸

續學成回國投入教職行列，加上民國81年職

能治療獨立設系後，增加了一些教職缺額，

使本組師資的人數及流動慢慢穩定。謝清麟

老師及林克忠老師便是在當時進入本系任

教，並於民國90至102年間分別擔任本系前

後任系主任。謝清麟老師有鑑於同仁升等困

難及職能治療臨床專業地位不易提升，便大

力提倡專業研究的重要性，並全心投入專業

領域之研究，他個人在非常年輕時便成功升

等成為全台灣第二個職能治療教授，並在其

系主任任內於本系成立台灣第一個職能治療

研究所博士班，積極培養研究人才，逐步提

升研究品質及研究數量，對增進專業的研究

發展有很大影響，因此這次亦安排謝教授的

專訪，以期瞭解他對職能治療研究的執著及

貢獻。林克忠老師則是本系少數難得同時於

教學與研究領域皆表現優異的教師，在他工

作的18年中，曾獲得多達13次臺灣大學教學

優良獎，今年更獲得臺灣大學教學傑出獎，

除此，他的學術研究成果豐碩，兼具深度與

廣度，尤其在神經復健與動作控制領域有傑

出的研究成果。今年林老師剛卸下系主任之

職，更出任醫學院總務分處主任，也是本系

第一位出任本校行政主管職務的教師。林老

師對教學、研究及職能治療專業的努力與付

出，全系師生有目共睹，因此本次亦安排林

教授的專訪，使大家可瞭解他對本系及本專

業發展的貢獻。

經過多年的努力，至今本系共有11位

專任教師，人數雖不多卻同時負責學士班、

碩士班與博士班的教學，研究專長涵蓋了生

理障礙、心理障礙、兒童、長期照護、職業

重建等領域，臨床服務亦包括急性醫療、復

健醫療至社區服務體系，並以實證基礎為導

向，以期結合理論、實務與研究於一體，提

供完整而優質之職能治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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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專業困境

職能治療在台灣發展約40幾年，個人認

為專業面臨如下困境：

1. 轉介來源的限制：可以轉介患者至職能治

療的醫師科別僅限復健科及精神科。這與

職能治療的發源地美國，以及許多歐美國

家視患者的需要，可以由家醫科、小兒

科、骨科、腫瘤醫學科醫師轉介至職能治

療，差異甚大。這種轉介來源的限制，間

接影響專業成長。

2. 健保給付職能治療的限制：職能治療服務

僅限在醫療院所才有健保給付，其他如社

區職能治療、預防性職能治療並無給付，

導致職能治療在這些領域發展緩慢，落後

於歐美國家或鄰近的香港、日本等地。

未來展望

為突破醫療模式下職能治療的執業困

境，本系將參考美國職能治療指標名校―南

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職能科學暨職能治療學系附設之臨床單位OT 

Faculty Practice，擬成立「職能治療教育中

心」，讓具有專業特色的生物―心理―社會

模式的執業方式可以在此中心實踐。

促進職能治療應用領域的發展，使職能

治療不再侷限於提供「復健」服務，職能治

療師亦將扮演「預防」之角色，即針對個人

生活方式與休閒活動作評估設計、職務再設

計，乃至規劃健康生活型態，幫助個案抒解

壓力、預防老化，並減低失能對生活品質的

衝擊。

此外，本系正逐步籌劃成立「職能治

療中心」，將結合政府及民間資源，走入

日常生活情境（如：家庭、社區、學校、職

場…）中，根據最新的醫學實證提供生活型

態諮詢服務，協助個案評估及自覺生活型態

對身心健康之影響，自主訂定生活中合理之

短期目標及長期目標，透過每週會談逐步調

整生活方式，幫助有需要的人們在實踐中體

會職能與身心狀態之關係，開創健康安適的

生活。

二十一世紀裡，隨著健康觀念的改變，

身心障礙者或年老功能退化者的各類權利及

福祉，與生活功能的提升，也愈來愈受到重

視，因此對於職能治療之服務需求也會日

益增加。本系將加強與其他專業領域之合作

（如公共衛生、醫學工程、心理學等），以

推動跨專業領域之臨床實務與研究計畫合作

方案。相信職能治療的持續努力將有成功的

一天。

致謝：感謝蕭媺妮校友、江婕瑋校友提

供意見和修改。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1981年

畢業，現任母校職能治療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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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專業發展的推手
─羅鈞令老師專訪

文／李士捷

羅
鈞令老師出生於台南，一個純樸的小

城市。回憶起過去的生活，老師以

「一段簡單、樸實的單純生活」來描述兒時

的時光。老師從小的求學態度就是踏實而不

投機，她總要把課本上一字一句細細揣摩清

楚，才甘願進入下一個章節，就連課本後面

的課外閱讀與補充教材也不例外。老師笑說

「有些同學總能猜到老師要考什麼題目，我

猜不到，猜題也不是我的風格。我喜歡按部

就班地做，該讀的書就好好讀。」因此不知

不覺接觸到許多課外的知識。爾後亦因為熟

讀這些補充教材，老師在大學聯考表現優

異，使她更堅定自己腳踏實地的學習態度。

大學生涯

當年老師的聯考成績可上牙醫系，然而

老師志不在此，因而以第三志願的排序進入

當時的臺大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即現今

的職能治療學系）。問起老師當時是否知道

什麼是職能治療，老師笑著表示：「知道！

因為在高中的軍護課（軍訓／護理課）曾聽

老師提過，隱約知道職能治療是利用活動提

供訓練。自己又剛好喜歡這些手工藝、藝術

活動，所以就很開心的來了。」

當時的職能治療技術學學生要做很多

手工藝活動，如繪畫（包括水彩、素描、國

畫、油畫、寫生等）、編織、陶工、蠟染、

景泰染、絹印、版畫、名片排版及印刷、皮

革工、木工、繡花、縫紉、車縫等。除不同

技術的廣度，也兼具深度的要求，如編織就

是一整學期的課程，無論椅墊、地毯、藤

編、紙編，只要能用經緯交織方式製作的東

西都含括在內，可謂十八般武藝學生要樣樣

精通。老師十分享受大學的時光，尤其投入

每一堂技術學的課程。

從大二開始老師便積極參與當時由高年

級學長姐召集的職能治療學會籌備會，畢業

後也繼續參與每個月舉辦的學術研討會。雖

然起初對當時討論的東西感到懵懂，但長時

間下來也累積許多經驗與知識。

老師畢業時的環境到處都缺臨床治療

師，同學畢業後投入職場工作是當時的常

態。那時申請工作職缺是採用填寫志願的方

式，再由系主任協調安排並公布結果。儘管

老師的成績排在全班的前段，結果卻被分派

到第二志願仁愛醫院服務，然多年之後老師

回想起這件事情，仍覺得當初到仁愛醫院是

合適的選擇，並十分感謝當時主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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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臨床工作到出國進修

投入醫院工作，轉眼間就是四年光陰。

雖然工作規律且穩定，且租屋的地方與醫院

十分靠近，減少通勤來往的負擔，然而老

師自覺職能治療專業知識不足，難以突破

瓶頸，因此老師斷然決定出國進修，精益求

精，並申請到德州女子大學的臨床助理獎學

金。

在攻讀碩士期間，老師每週兩天前往鄰

近的小學，服務有職能治療需求的學生，沒

想到多年以後，台灣也開始發展學校系統特

教相關專業服務，老師便成為推動台灣學校

系統職能治療服務的先鋒。

念完研究所歸國後，老師面臨當時的難

題：是要跳脫舒適，到臺大教書貢獻所學，

或者是回到仁愛醫院繼續服務，安然度日？

幾經思考，最後老師決定給自己一個突破的

機會―到臺大任教。

學成歸國後的挑戰：到臺大任教

回臺大教書的前幾年，備感艱辛，因

當時的臺大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面臨師資

嚴重不足的窘境，學系教師連同醫院的職能

治療師僅有六人，卻需要兼顧教學與醫院治

療服務的雙重責任，工作非常忙碌。儘管有

畢業的學生擔任助教，但由於畢業生大多是

為出國留學做準備，每一至二年就換一批新

手，因此老師的工作負擔很大。老師認為當

時六人不分彼此的合作、互相照應，是職能

治療組能穩定運作的關鍵。

由於工作夥伴都很年輕，經驗不足，因

此組裡的事老師幾乎是事必躬親，大部分的

課程，除副木與心理疾病職能治療課程外，

老師均一手包辦來教授，連同臨床實習生的

訓練在內，雖然非常辛苦，但這也促成老師

多年且深厚的教學與臨床功力。回憶起當時

的日子，老師特別感謝劉建仁神父的協助，

當時劉神父任職於榮總的職業諮詢部門，同

時又協助臺大職能治療的就業輔導課程，即

便劉神父身體方面有些不便，但他總是不辭

辛勞地搭車到系館指導同學，且風雨無阻。

在當時人力缺乏的狀況下，劉神父的協助無

疑是場及時雨，不僅提供學生成長的養分，

也讓工作繁重的臺大老師們能有一絲喘息機

會。

書到用時方恨少：再次出國進修

在臺大任教十年之後，老師感到自己雖

然很努力的想把每一件事做好，但是教學與

臨床方面的進展似乎逐漸停滯，難有更大的

突破，於是思考改變現狀。當時剛好有一個

出國進修的機會，同時在醫學院黃伯超院長

協助下，邀請了一位美國客座教授前來本組

協助教學，因此老師就毅然決然地再次負笈

前往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憑著對自己的信心與努力，老師三年即

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南加大職能科學博

士班的第二位畢業生。回想起當初選擇去南

加大進修，老師覺得很慶幸做了這個決定，

因為它開啟了老師的視野與思維：跳脫醫療

體系的框架，學習從身、心、靈、個體與系

統發展，以及家庭、社會、宇宙等多元角度

來認識個案，了解問題。直到今日，老師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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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她在南加大受到的薰陶仍

十分受用，主要是幫助她學

會分析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今面對任何挑戰，對老師

而言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真正體會到活到老、學到老

的真諦。

老師回想當初：「備課

的過程十分辛苦，有無窮無

盡的書籍、資料需閱讀，但

我認為辛苦是有代價的。」

老師在教書、備課與進修的

過程中博覽群書，並且融會

貫通，進而得以用更全面、廣泛的角度看待

事情。老師表示：「過去在南加大的指導老

師曾表示她自己不僅是個專才，更是個通才

（generalist）」。這句話留給老師很深刻的印

象，儘管當時不甚理解通才的意思，但近年

來閱卷無數，老師也漸漸能感受到通才的意

涵：不僅是專精於一個領域，而以更開闊、

全面的角度看待事情。「就像人的問題不是

只有單純的生理與心理二個面向。」老師如

是說。

職能治療專業服務與課程改革

老師擔任系主任的時期，承蒙當時醫教

會主委，也就是醫學院前院長黃伯超教授的

支持，順利申請到經費舉辦職能治療課程研

討會，邀請南加大榮譽教授Dr. Yerxa（同時也

是職能科學的重要創始人）來台，主持為期

三天的職能治療課程研討會，廣邀國內五個

學校的教師共襄盛舉，共同審視並以小組方

式討論改進台灣職能治療課程的

方法。在研討會期間，Dr. Yerxa

設計一系列的課程，除了自己給

予三個專題演講外，更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帶領聽眾暸解職能治療

的核心理念與價值，以及課程設

計的重點，並藉由小組討論的方

式，幫助各校檢視其職能治療課

程設計之適當性。該次的研討會

十分成功，也讓眾人獲益良多，

唯後續難有機會再舉辦類似的交

流活動，因此實際上對台灣職能

治療課程的影響有限，老師對此

感到十分惋惜。

研討會後，老師曾與Dr. Yerxa聊起孩子

的話題，Dr.Yerxa微笑且委婉地表示：「我嫁

給了OT 1。」這個回應讓老師印象深刻，卻又

深有同感。老師表示儘管自己有婚姻也有孩

子，但是對OT仍是一往情深，投入職能治療

領域至今不悔。她說：「我完全認同OT的理

念，等同現在ICF 2所提倡的，健康是一個人能

充分參與生活，而參與生活即是參與有意義

的日常職能。」

此外，老師長期擔任台灣職能治療學

會的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並負責研

究發展委員會及學會雜誌主編多年，期間協

助建立了職能治療養成教育審查制度及臨床

職能治療師進階制度，制定了職能治療倫理

及專業服務手則，以及辦理專業研討會，包

括1999年舉辦第二屆亞太職能治療會議，引

進最新的專業知能等。老師雖然工作繁重，

但她始終沒有放棄臨床工作，她認為教學與

1994年羅老師於南加大畢

業獲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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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臨床或個案的問

題。一旦脫離了臨床實務工作，教學與研究

的意義似乎就不存在了。

曾有老師的助理看到老師長時間的工

作，而認為老師是工作狂，但老師並不這

麼認為，且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我

的工作與生活是合在一起的，工作是我的生

活，也是我的娛樂。」老師也感嘆：「有時

人們就是把事情分得太清楚，工作是工作、

休閒是休閒，還要把事情分成正經的事情或

者不正經的事情。然而，就像孩童時代一

樣，孩子覺得生活中每件事情都好玩、有

趣，而這些事情也都可以有正經的結果，誰

說正經的事情一定得是枯燥乏味的呢？理想

上，就應該把工作與休閒結合在一起，好好

享受生活。」這就是老師的工作觀。

臨床經驗的傳承

老師對專業的貢獻更重要的一塊，便是

臨床經驗的傳承。她認為儘管臨床技巧難以

培養，總要一再地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過

程中不乏挫折與無力感，但如果能將自己過

去數十年面對過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利

用案例與指引傳承給後人，則能提供後人學

習，讓他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舉例而言，老師早年曾遇到一個過動

症的孩子，當時資訊十分有限，甚至連正確

的診斷都沒有。面對孩子的家長描述在家經

常發生的嚴重衝突，老師除回應家長的問題

外，也建議家長將每次衝突發生的來龍去脈

記錄下來，以利後續討論時可以追溯、釐清

問題的原因。孩子的媽媽接受老師的建議，

詳實且周全的記錄，之後藉由與老師討論的

過程中瞭解與孩子相處的問題，以及可改善

關係的方法，經過雙方的一番努力後，孩子

與媽媽的互動有明顯的進步。老師說：「每

位個案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與學習機會，只

要我們有心要幫助個案解決問題。」

至今，老師已將自己數十年的臨床功力

彙集成冊，如《自閉兒的潛能開發：結合理

論與實務》及《感覺整合與兒童發展―理論

與應用》即為老師的心血，未來還計劃整理

更多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退而不休的生活

退休，並不是教學生涯的結束，而是

另外一段旅程的開始，擺脫學校升等制度與

評鑑的壓力後，老師能更彈性地運用自己的

時間，也更能用自己的方式來實踐職能治療

的理念。現在，老師仍在學校系統服務，協

助學生臨床實習之教學，並且持續投入專業

學會活動，促進職能治療專業品質的提升，

以及參與早期療育和長期照護等領域的規劃

2009年羅老師（右三）受邀日本第13屆職能

科學年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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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策制定等，期望從多元層面，將職能治

療的理念推廣至不同專業的夥伴，以期一起

努力。老師說：「職能不僅止於操作日常活

動，職能遠比這些更廣闊、細緻。期許未來

職能治療師們都能真正了解職能的重要，以

職能為焦點，共同達成造福人類的終極目

標。」

未來期許─促進職能科學的發展與實踐

面對未來，老師表示：「對職能治療

的發展樂觀其成」，儘管所有現實的改變

都是緩慢且漸進的，但是老師認為只要大家

能堅持、不放棄，就會看到效果。自南加大

接觸職能科學後，老師也致力於分享職能科

學的觀念給大家，如促成職能治療學會定期

舉辦「職能科學論壇暨職能科學工作坊」，

至今已第七屆。老師表示世界職能科學社群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ccupational Science, 

ISOS）於今年八、九月間舉辦了一場線上論

壇，主題是「讓職能科學成為一個具批判性

與社會責任的專業：挑戰與機會」，有來自

世界各地的四百多位成員持續參與並關心此

討論，包括台灣。老師便和幾位OT夥伴協助

將每週的討論總結翻譯成中文，讓全球的中

文讀者可以閱讀。老師認為發展並精進具批

判性的職能科學，關心與權力和職能相關的

社會議題，將是未來職能科學與職能治療的

發展趨勢，今年剛舉辦的第七屆職能科學論

壇暨工作坊邀請的講師Frank Kronenberg所推

動的無疆界職能治療（OT without boarder）即

是這個概念的實踐，而目前台灣的職能治療

也逐漸走出醫療系統，進入社區，關心的對

象從個別的病人，到整個社會當中的弱勢族

群，強調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OT真的是個很好、很棒的專業。」老

師如是說，並將職能治療的精神身體力行地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面對工作，或者

是生活，乃至於家人。此外，老師目前也帶

領小型的讀書團體，稱為“OT brainstorming 

club＂，以每個月聚會的方式，共同討論文

章、文獻資料，或者臨床上遇到的問題，希

望可藉此召集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努力，共

同將職能科學的理念推廣出去。

註釋

1. 職能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

2. 國際功能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學生）

2014年羅老師（前排左五）參加台灣第七屆

職能科學論壇及與會人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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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的未來，從研究開始
─謝清麟教授專訪

文／林恭宏

謝
老師全心全力投入職能治療研究迄今已

屆滿20年，對於職能治療研究領域貢獻

良多，此外，他於年僅38歲時便晉升成為全

臺灣第二位職能治療領域的教授，曾任臺大

職能治療學系系主任及臺大醫院職能治療科

主任，並於擔任系主任時在本系成立全臺灣

第一個職能治療博士班。謝老師對職能治療

專業所投入之時間、精力讓人佩服，然而謝

老師還滿懷著期待可以再走20年甚至30年！

謝老師對職能治療之熱忱溢於言表，究竟謝

老師這一路走來曾面臨那些抉擇或挑戰？什

麼原因致使謝老師對於研究滿腔熱忱？而謝

老師對於職能治療專業之現況及發展又有那

些期望呢？這些都是令我們學生好奇的議

題。

命運的安排進入職能治療領域

謝老師回想選填大學志願時，一心想

著要進入臺灣大學，所以志願卡上只填臺大

的科系，而放棄可就讀私立大學牙醫系的機

會。謝老師鍾情臺大的原因是因為臺大擁有

全臺灣的大學中最佳的學習環境，包括最充

裕的資源、最優秀的教學師資及最頂尖的同

學可互相切磋。分發的結果出爐，謝老師於

民國84年成為臺灣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

組的大一新鮮人。

然而進到臺灣大學復健醫學系職能治

療組後，謝老師大失所望，因為當時本組教

師的組成竟大多是大學畢業一至二年的學長

姊，最資深的教師僅為一位講師，這使得謝

清麟老師深刻體認到臺灣職能治療師資之不

足。此外，謝老師亦發現當時職能治療臨床

服務之深度有限，因臨床治療之技術沒有太

多成長空間且臨床人員亦缺乏升遷的機會。

謝老師敏銳地覺察這些當時臺灣職能治療領

域的弱點，也使謝老師決定於大學畢業後出

國深造，以向職能治療發展較先進的國家觀

摩、學習如何解決臺灣職能治療所遭遇的類

似困境。

謝清麟老師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於美

國西密西根大學職能治療學研究所取得碩士

學位，之後即到澳洲昆士蘭大學攻讀博士。

有趣的是，在因緣際會下謝老師於博士班主

修並非職能治療，而是醫療社會學。然而，

謝老師恰好在攻讀博士期間，接觸到「評估

工具之發展與驗證」的相關研究概念及方

法，此研究領域便成為謝老師後來研究之主

軸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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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研究生涯

取得博士學位後，謝清麟老師決定回

臺任教，在選擇任教大學時依然鍾情於臺

大，看中的還是臺大具有良好的研究環境及

資源。起初，由於謝老師無教學經驗，乃由

助教開始做起，不久他即確立「全心投入職

能治療研究」為目標，訂定這樣的目標在當

時職能治療研究風氣仍不盛行的年代中算是

異類，尤其當時研究的人力及經費皆捉襟見

肘，選擇投入研究可說是自討苦吃，但謝老

師毅然決定這樣做，因為謝老師真切地覺得

職能治療專業發展的瓶頸在於研究而不在於

臨床技術。

謝清麟老師認為臺灣的職能治療領域

之所以進展甚慢，主要原因在於大多數職能

治療人員皆投入臨床工作，而投入研究的人

力少之又少。反觀近代的醫學發展與突破，

幾乎都不在臨床，而是在研究單位或實驗室

中。本質上，臨床工作是一種應用科學，醫

療人員應用現有知識與證據，擔任服務病人

的角色，但知識與證據從何而來？唯「學術

研究」能創新職能治療的技術或突破職能治

療的瓶頸。然而臨床人員治療患者工作繁

忙，缺乏時間及心力，難以進行研究來探索

臨床上遇到的問題，因此解決職能治療臨床

問題的重責大任皆落在研究人員的肩上，然

而當時職能治療領域偏偏嚴重缺乏研究人

力，因而延誤職能治療的知識更新與療效提

升。職能治療的技術及專業發展幾乎原地踏

步多年，除非有足夠的研究人員，使用良好

的研究方法，再加上長期的時間投入，才可

能一步一步地增進職能治療之技術或突破現

有之困境。謝清麟老師在如此年輕時便看出

問題之癥結，更持續身體力行地投入研究領

域，以逐步地解決職能治療之臨床窘境。

擔任助教的謝老師當時雖然已有明確

的方向及願景，接下來還需面臨另一項重

大的抉擇―研究主題。在謝老師面前的主題

有二：「職能治療成效驗證」及「職能治療

相關評估工具之發展及驗證」。「職能治療

成效驗證」是當時職能治療研究領域的顯

學，因為治療之成效好壞是職能治療師及病

人最關心的議題。謝老師一開始也曾選擇治

療成效驗證作為研究主題，並申請職能治療

療效驗證之國科會計畫，然而國科會計畫執

行一年後，謝老師發現職能治療領域尚不具

備驗證療效的條件，主因有二：首先，影響

職能治療成效的因素太多，而這些因素因為

缺乏精確有效的評估工具，所以難以掌握；

再者，療效驗證之研究通常需要較充裕的經

費，而當時所能使用之研究經費有限，因此

謝老師便不再考慮以「治療成效驗證」作為

後續的研究主題。

2004年謝教授（中）獲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

會頒發傑出職能治療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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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相關評估工具之發展及驗

證」是謝清麟老師認為極為關鍵之研究議

題，因為評估是掌握臨床病人問題之關鍵，

若能精確且有效地評估，才能使治療師們可

針對病人之問題，提供適當的個別化治療，

亦才能適當地驗證治療的成效。正如當時職

能治療學系評鑑時評鑑委員之一，中央研究

院宋瑞樓院士對謝老師說：「職能治療應該

多做些基礎研究。」而謝老師認為職能治療

的基礎研究正是「職能治療相關評估工具之

發展及驗證」。從那時候開始，謝老師一直

專注於評估工具相關研究主題；時至今日，

研究主題沒有改變，但研究之品質、深度及

廣度與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20年來，謝老師的研究題材、研究對

象及研究方法皆不斷地提升，感興趣的研究

題材越來越多元，從過去平衡功能及日常生

活功能的評估，到現在努力催生的認知評估

工具及職能治療衛教教材，而研究對象也從

中風病人延伸到精神疾患（如思覺失調症）

及遺傳疾病兒童（如自閉症）等。研究方法

也從驗證國外的評估工具到發展適合國人的

紙筆型測驗，更逐漸轉到發展電腦化適性測

驗。這些研究深度及廣度的提升全是謝清麟

老師日積月累致力於研究的成果。未來謝老

師將持續投入評估工具發展及驗證等基礎且

關鍵之研究，期望藉由提升職能治療臨床之

評估效能，進而達到驗證職能治療成效及改

善專業品質的最終目標。

對於職能治療之貢獻及未來展望

謝清麟老師對於職能治療學術研究的貢

獻除自身全力投入外，還瞭解積極培養研究

人才的重要性，便在擔任系主任期間於本系

成立臺灣第一個職能治療博士班（2007年成

立）。博士班籌建時曾有些反對聲浪，認為

此舉無非在職能治療學系有限的資源上增添

負擔，然而謝老師認為臺大乃臺灣頂尖的研

究型大學，本應擔負帶領提升研究風氣的責

任，因此獨排眾議成立博士班，並將學術研

究扎根於臺大職能治療系所上，此舉也連帶

2007年謝教授（右四）卸任系主任與全系同

仁合影

2013年謝教授（右三）與研究生及助理群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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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全臺灣職能治療領域之學術風氣。今日

臺灣職能治療相關研究漸已斐然成章，而謝

老師的辛勤耕耘實在功不可沒。

對於職能治療未來之發展，謝老師仍強

調學系教師對於投入學術研究及研究生培養

之重要性。各大學的職能治療學系教師人數

皆偏少，且目前職能治療研究生畢業後投入

研究之比例亦不高，而畢業後五年、十年仍

持續投入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這些現象將

不利於職能治療的未來發展，唯有各大學職

能治療系所中的教師一同參與研究，並引導

研究生投入更多心力於研究，職能治療的研

究發展方能持續成長茁壯。

訪談的最後，謝老師也與大家分享他的

座右銘―Slow and steady。研究成果往往需經

年累月的投入而來，急不得的，因此研究者

除需具備研究之願景、掌握關鍵的研究議題

外，還有賴踏實的研究方法及扎實的研究能

力培養，久而久之累積越來越豐碩的研究成

果後，也會有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研究夥伴

加入，因此研究者也就越來越能體會研究的

樂趣，進而更加投入於研究之中，研究者參

與研究的良性循環於焉而生！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

學生）

2015年景福校友返校活動公告

時　　間：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

地　　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臺大醫學院大廳

聯 絡 人：徐苑儒 小姐

電　　話：02-23123456轉66370

（後續相關資訊將陸續刊登於景福網站 http://www.jingfu.org.tw 及景福醫訊中。）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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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職能治療的園丁
─林克忠教授專訪

文／洪從善

林
老師生長於書香家庭，曾祖父是清末

秀才，乙未割台後所留詩文集已由國

史館正式出版傳世。祖父與父親是臺大醫

學院前身（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北帝國大

學醫學部）校友，祖父20歲自醫學校畢業後

從事內兒科醫師與公醫工作，救人無數，

百年前手書的醫學校筆記依然清晰（見附

圖）。父親是耳鼻喉科學界耆宿，見證臺大

醫院在傅斯年校長時將日式助手制改為美式

住院醫師制的巨變時代，1950年代初期與洪

文治教授成為臺大最早赴美完成住院醫師訓

練的台籍醫師。兩位伯父分別畢業於東京帝

國大學法學部與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分別

擔任過總統府資政、台灣省防癆局局長與世

界衛生組織顧問。林老師在敦厚誠謹的家風

中成長，公爾忘私的庭訓下，立下造福人群

的志向。就讀臺大復健醫學系時，體認職能

治療源於西方人道主義，為深入研習其精

髓，前往美國職能治療學科中極負盛名的波

士頓大學深造，師承美國職能治療學院院士

Catherine Anne Trombly教授研習神經復健與

動作控制學，分別於1989年及1994年以優異

的學業成績與研究論文表現，獲得理學碩

士與理學博士榮譽畢業獎（graduation with 

distinctions），畢業後獲聘任職波士頓大學，

開授大學部研究方法學與碩、博士班後設分

析（meta-analysis）等課程。

母校職能治療學系於1992年獨立設系，

之後開始籌設碩士班並延攬師資，林老師於

1996年中返校擔任專任副教授，並兼任臺大

醫院東址職能治療師，提供臨床教學與床邊

職能治療服務，貢獻在美國塔芙茲―新英格

蘭醫學中心服務，並師承哈佛大學神經內科

學Marcel Kinsbourne教授指導的行為神經學及

神經矯治（neurorestorology）專長，林老師的

neglect syndrome, Gerstmann syndrome, right-

林老師祖父就讀醫學校時

手札筆記（細谷教授講

授：中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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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ispheric syndrome的神經復健教學，歷

年來吸引許多上過林老師課的同事、住院醫

師、與實習學生喜愛。當時台灣尚無「職能

治療師法」，無法有效規範職能治療師等醫

事人員在法治架構下正規發展，林老師深信

國家邁向現代化之際，對身心障礙或弱勢族

群的服務，必然日趨多元化，他鼓吹職能治

療的內涵與服務專業化與普及化，立法院終

在1997年三讀通過「職能治療師法」全文共

61條，1998年舉行第一次職能治療師檢覈考

試，林老師受命辦理首屆國考，開啟我國職

能治療師的國家認證新頁。談到立法成功

時，林老師說：「我們應該珍惜現在所擁有

的，也不要低估立法通過近20年後專業正常

發展的瓶頸，努力建立專業穩固發展所需的

現代化制度，滿足台灣進入高齡化及超高齡

化後民眾的需求。制度要健全，需要完備的

法規。法規要完備，需依社會變遷來適時修

正，規範各專業的法治化發展。」「我無法

縮短職能治療發展所需要的時程，只能拓寬

專業前進之路的寬度。」為了拓展自己的跨

文化視野，林老師2000年前往日本東北大學

醫學系研究科的高次機能障害學教室擔任客

座，師從日本神經心理學會會長山鳥重教

授，研習認知神經科學的行為與影像分析，

也學習失語症與認知症的分類處置。回國

後，林老師受命評估母院成立聽力語言治療

學系的可行性，並草擬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

成立計畫書，職治系申請案終獲教育部審查

通過，2002年正式開辦我國第一所碩士班，

台灣的職能治療教育正式邁進研究所層級，

學術研究發展起飛，林老師也鼓吹並講授實

證醫學與臨床推理，醫策會於2007年推動的

職能治療職類畢業後兩年期教學訓練計畫

中，將實證職能治療單元正式納入訓練單

元，職能治療的科學研究加快起步，2007年

職治系正式開辦博士班，林老師擔任所長，

承擔有限編制下，兼顧學士、碩士、博士三

班制與臺大醫院職能治療技術科的教學研究

與行政工作。2008年底林老師在各界推舉下

擔任台灣職能治療學會理事長，推動臨床教

師培訓與認證作業，並積極拓展與歐美日及

亞太各國的國際交流，應邀在日本作業療法

士大會上發表外賓演講，在亞太職能治療大

會上發表開幕演講（keynote speech），並在

亞太物理醫學與復健大會、世界神經外科聯

盟會議等多項國際會議上發表專題演講，職

能治療走向更符合以科學為導向、實證為基

礎的健康專業。臺灣的職能治療科研表現逐

漸受到歐美日先進國家重視，理事長任內，

現任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會長Marilyn Pattison

正式訪臺，與林老師完成在臺舉行理事會議

與教育論壇的協商，國際盛會期間各校學生

投入擔任大會志工，此次盛會為臺灣在1999

年舉辦第二屆亞太職能治療大會後，掀起新

一波熱潮。長年投入專業發展下，林老師近

年陸續獲頒第一屆全國優良職能治療師獎、

第三屆黃曼聰紀念講座（第一與第二屆得主

為陳珠璋教授、施陳美津教授）。

教學為樂的人生哲理下，林克忠老師自

2000年以來13次榮獲「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

良教師獎」，並在2014年獲「國立臺灣大學

教學傑出教師獎」，從許多學生寫給林老師

的感謝卡中不難看出林老師對學生的付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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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有學生這樣描述：「林老師是用生命

在教學。」、「不管是教學或臨床，總能從

林老師身上感到正面能量。」林老師也說：

「上課、和學生說話，是我最喜歡的事。」

為了將新發展與舊知識結合並有效率的讓學

生理解吸收，林老師時常留意身邊的生活事

件，融入課程作為教材，肌肉動力學是許多

學生感到困難但重要的學科，林老師以憤

怒鳥（Angry Birds）的攻擊軌跡比喻伸手取

物的路徑控制，傳授動作分析參數的意義，

讓學生眼睛張大、專心聆聽，林老師在課堂

上善用能帶動學生思考的小把戲。林老師認

為「問對問題」是學習中困難的一環，但掌

握問問題的技巧後，就是「學問」的來到。

林老師強調「問題導向」的教學方式，引導

學生審慎閱讀文獻、判讀數據、注意盲點、

並於不疑中提出疑問，學生必須主動學習、

發現問題、並形成合理假設。面對學生的問

題，林老師笑說，自己不喜歡提供標準答

案，也不希望學生從自己身上找答案，而是

要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樣的學習方式帶

到臨床實習及工作，就會轉為對病人和家屬

的觀察與理解，誠實的面對患者的問題，如

此臨床才能不斷創新進步。除了專業知識的

授業解惑，林老師也很關注學生的生活，是

學生多元學習、多方發展的背後支柱，學系

的大小活動，不論是聖誕晚會或「物治/職治

之夜」，常會看到林老師拿著手機打卡、幫

學生拍照，杜鵑花節、職能治療週，林老師

也常在攤位現身，幫學生加油打氣，親自回

答家長與觀眾提問。林老師關心職治系的發

展，善用學生喜歡的方式為學系努力，形成

一股弱勢系所的穩定力量。和學生打成一片

的林老師，也少不了處理學生的生活問題、

人際關係或生涯規劃等各式各樣的疑難雜

症，林老師曾笑說：「同學們隨時來敲我的

門求助，不能幫上忙時，至少也能聽到同學

的心聲。」

林老師於2007年至2013年擔任臺灣大

學職能治療學系主任及臺大醫院復健部職能

治療技術科主任期間，系科所事務外與接踵

而來的各項評鑑工作外，他細心的照顧師生

與醫院治療師，2014年出任醫學院總務分處

主任，從臨床及教職工作轉換為業務龐雜的

林老師教導大四實習生狀況，左一為林老師 林老師與大四畢業生合照，中間者為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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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林老師認為是極具挑戰的學習與

任務，不但要從零開始吸收管理、財務等概

念，還須為單位的發展做中、長遠的考量，

但不論是行政職或教職，林老師都深信培育

人才最為重要，不論是臨床或教學研究，都

需要大量且優質的人才投入，才能拓展職能

治療的穩定發展，並提供民眾更具可及性的

職能治療服務。為協助學生建立專業認同，

林老師擔任系主任時，創辦職能治療學系正

冠撥穗及加袍宣誓典禮，期許學生身披白

袍、宣讀職能治療師誓詞下，體認職能治療

師的責任與義務。林老師常以祖父、伯父、

及父親在醫療資源困頓的時代裡，濟世活人

的許多實例，勉勵遭遇低潮的學生，天生我

才必有用。為了儲備職治系人才，他延聘優

秀年輕的教師任教，補齊職治系專任師資，

希望讓學生有更多角色模範，並多元學習各

領域的新知，不侷限於傳統復健治療的框

架。擔任系主任期間，每年醫學院新生入學

典禮後，林老師舉辦「邁向系館」的活動，

親自帶著新生由基醫大樓到醫學人文博物

館、景福園、臺大醫院，徐州路館舍，到公

衛學院大樓。擔任醫學院總務分處主任後，

林老師更加忙碌，念茲在茲的仍是師生的學

習、研究、和生活環境，不論是館舍整修或

基醫大樓的綠美化，林老師一草一木、一磚

一瓦的看，以打造理想的「境教」為念。面

對醫學院建築與景觀的維護、有限的活動空

間、日益增加的教職員生，林老師對自己的

要求，正反應著老師對學生的關心，林老師

說：「很困難，很有挑戰，但該做的事一定

要做！」

教研與行政工作外，有鑑於職能治療

是一門臨床應用學科，為了讓教研與臨床

接軌，林老師不僅著力於學校的服務，更投

身於職能治療學會、公會，除擔任過台灣職

能治療學會理事長，也擔任職能治療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2011年迄今），並一

步步的讓學、公會雜誌水準與各項學術會議

與國際接軌。2014年他參與衛生福利部推動

的急性後中風照護計畫，親自擔任宣導教育

課程―職能治療腦中風治療準則講員，傳遞

最新的治療觀念與應用型轉譯研究的啟示，

並在2014年底出版他編審的「最佳實證為基

礎的中風職能治療服務準則」。林老師合撰

過數本英文書刊在國際流通，但這本學會出

版的服務準則，他仔細的多次校正，並說：

「職能治療的發展千頭萬緒，若只有臨床而

沒有研究，可謂瞎子摸象。若只有研究而沒

有臨床，只是閉門造車。」林老師在國內外

演講中，不斷宣導「研究證據」、「臨床經

驗」及「個案價值」三者並重的臨床推理，

也提倡知識轉譯的概念，教導研究生參據NIH 

Roadmap，將科研所得證據，應用到臨床治

療，再由臨床治療衍生具研究價值的議題。

老師認為職能治療的研究者，應善用自身的

專業知識，轉化到臨床工作者及消費者身

上，以提升專業服務的覆蓋範圍。

2007年擔任職治所所長後，林老師全

力投入臨床新興療法的研究，發展臨床神經

科學導向的職能治療，希望將神經塑性、動

作控制及動作學習等基礎理論知識，應用在

治療中風患者的實際應用。其中，林老師發

展並驗證本土侷限誘發療法，繼而開拓雙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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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療法、機器輔助療法、鏡像療法、功能

性電刺激與直流電經顱刺激等，並比較各種

療法的成效與適用性，開啟神經復健的新視

野。林老師強調：並不是要利用療法間的比

較，來推崇宣揚某一種療法或斷定某種介入

的好壞，而是要藉由各種療法的療效比較及

分析，提供更充裕的訊息給臨床治療者及病

患，使其能在不同的應用情況、治療環境、

治療時間及花費間，選擇適合的介入方式。

林老師也時常勉勵研究生，透過轉譯進行整

合，利用不同的理論、科技，應用於臨床治

療，並將之融合、調整、合併為新療法，如

此一來臨床治療技術可望不斷創新改良，提

供現代化的評估治療，呈現職能治療的特殊

性。林老師特別提醒後進，現代醫學潮流已

由prescribed medicine轉為preferred medicine，

實證職能治療中，除了需要連接理論與臨

床實務，更重要的是要將職能治療著重的

patient-focused method（以人為本的功能評

估與失能矯治）融入研究與服務中，林老師

舉例，在他發表於Stroke期刊的運動學分析

研究中，納入病人的個別喜好及生活經驗，

發現在伸手取物的活動中，使用病人愛喝的

飲料作為汲取練習的物件，帶來較佳的上肢

動作控制表現。他主張，職能治療師應善用

日常生活中的物件，結合個案的生活經驗，

使研究、治療與生活的連結，具備科學與人

文的基石，進而發展友善的科技輔具（user-

friendly assistive technology）。

在這樣的理念與堅持下，林老師的努力

成果獲得注目，2010年8月到10月，多家媒體

（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報導了林老師的研究

成果，利用加速規（accelerometers）測量中

風患者全日生活中的手部動作頻率，發現相

較於傳統復健治療，機械輔助治療與功能性

任務練習更能使中風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偏癱側上肢。2013年2月，國際醫學索引網站

MD Linx推薦了林老師團隊發表在美國復健

醫學雜誌，針對鏡像治療的研究，該研究指

出中風患者接受鏡像治療後，動作及感覺功

能（特別是少被注意的溫度覺）有較佳的改

善；2014年5月MDLinx再次收錄林老師團隊

發表在Journal of Neurology的研究，報導「機

械輔助治療合併侷限誘發動作療法」對中風

患者的助益，林老師近年正有系統的分析同

時合併式療法與相繼式合併療法的成效與適

用對象。同時，林老師逐步投入生物標記在

中風復健領域的研究，2014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發表研究成果，

出自：Hsieh, Y-W., Lin, K-C., Korivi, M., 
Lee, T-H., Wu, C-Y., & Wu, K-Y. (2014). 
The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ability of 
a biomarker of oxidative DNA damage 
on funct ional  outcomes af ter  st roke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15 (4): 65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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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尿液中的氧化壓力標記8-hydroxy-2 ' -

deoxyguanosine（8-OHdG）可能是功能預後

的有效預測因子（見下圖）。現代檢驗醫學

科技不斷翻新下，生物標記與行為標記在預

防醫學、功能預後以及治療成效的監測上有

許多應用可能，林老師認為職能治療師值得

了解生物標記的課題，開發有臨床意義的生

物指標，預防患者的惡化或復發，正確判斷

預後並設立合適的治療目標，並監測治療結

果，避免不良反應，除了醫療院所內的職能

治療，社區、學校、居家或未來其他場所的

職能治療服務，透過生物標記的應用，可望

使職能治療服務更有深度與說服力。

儘管有著豐富的專業經歷，林克忠老

師認為自己並沒有特殊成就，認真的為職

能治療專業努力了將近30年，只是將旅居國

外多年的經驗傳遞給台灣的職能治療界，希

望讓職能治療現代化，成為以科學為導向、

實證為基礎的健康專業，讓職能治療的可及

性（accessibility）與普及性不斷提升，這也

是林老師對職能治療最大的期盼。對於自

己，林老師則說：「延伸單一療法，開拓複

合療法，我期許自己建立密集而有效的複合

療程，界定劑量―反應關係，探究治療有效

個案的特質，尋求常規治療效果不佳時的替

代療法，並探索具預後價值的行為標記與生

物標記。」對林老師而言，做的再多永遠不

足，只有少數人努力不夠，需要更多人投

注。「未來挑戰只會更加嚴峻，容易達成的

事就耐心以對，很難達成的目標更要堅持到

底。」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

學生）

外科李伯皇名譽教授（個人醫療奉獻獎）、藥學系陳瓊雪

教授（特殊醫療貢獻獎）榮獲第二十四屆醫療奉獻獎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張正琪副教授榮獲「中華民國第52屆
十大傑出青年」獎

內科莊立民教授榮獲教育部第18屆國家講座（生物及醫農

科學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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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相　片

照片提供／職能治療學系

1972年職能治療組成立初期聘請美籍職能治療師

Ms Altland教授專業課程

1994年以前系館位於臺大醫院西址復健部三樓，

照片為教室之一木工室

以前大四臨床實習服裝

1994-2006年系館位於臺大醫院西址四東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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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系館的學生自習區2006年系館搬遷至公衛大樓四樓

2000年職能治療學系三十週年系慶

（職能治療學系編註）

2010年職能治療學系四十週年系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