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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社團法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社團法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社團法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社團法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 

社團法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主要由羅鈞令老師提供病歷範本，提供一份 3 歲 6 個月之發

展遲緩男童評估報告範本及療育記錄各一份。如下。 

一、3 歲 6 個月之發展遲緩男童的初評報告病歷範本 

 

兒童職能治療初評報告兒童職能治療初評報告兒童職能治療初評報告兒童職能治療初評報告（（（（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 ○○○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   男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2011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出生出生出生出生 : 2008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XX 日日日日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發展遲緩               

出生史與醫療史出生史與醫療史出生史與醫療史出生史與醫療史：：：：自然產，無特別問題，嬰兒時常生病感冒。之前未接受過早療，幼兒園老

師建議到醫院檢查。 

就學史就學史就學史就學史：：：：九月入學就讀公幼小班     

一一一一、、、、    家屬主訴與期待家屬主訴與期待家屬主訴與期待家屬主訴與期待 

(1) 剛入班第一週都要母親陪，現在已不用了。但有時想到母親就會哭起來。 

(2) 較被動，日常該做的事常需要提醒，而且說一個指令、動一下。 

(3) 在學校常未依指令行事時，提醒也常沒有反應，直到老師變臉，才掉淚去做。 

(4) 上團體課程時，專注力 5 分鐘即分心。 

(5) 自由探索時間常常在室內進行追逐。 

二二二二、、、、職能評估職能評估職能評估職能評估【針對主訴，以人－活動－環境模式，靈活運用訪談、觀察、測驗及評量工具，進行由上而

下的評估。包含日常職能安排、職能表現(請參考 ICF-CY 的活動及參與之內容)與表現要素之評估，並列出評

估過程、評估工具及結果】 

    與母親討論○○的生活作息後得知，目前母親配合姊姊(小一)放學的時間，有幾天中午就

接○○回家。日常生活方面，○○大多依賴母親協助完成。由於他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又是最

小的，在家姐姐們都會讓他，和人撒嬌、耍賴或逗著玩是最常見的行為。 

    治療師邀○○和另一位孩童一起玩遊戲，開始時，他會退縮、黏著媽媽，但看別人玩一

會兒後，可以加入。○○對於剪刀-石頭-布的規則不太清楚，但會背唸三字經。 

    ○○體力較弱，肢體協調較差；小狗爬時速度慢且容易跌倒。當興奮時，會忽略規範或

忘記該做什麼。丟沙包時原本丟得不錯，但看到別人丟得很用力，他也開始學，反而一個都

未丟中。 

    母親填答幼兒日常職能活動量表，結果顯示○○各方面發展都明顯較同齡孩童落後，然

而其表現與一般的發展順序不太一致，一些難的項目他會做，但容易的項目反而不會。其分

數如下： 
(續下頁)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成果報告不代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意見] 
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歡迎引用此文，，，，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請註明以下出處 

廖華芳、潘懿玲。研擬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輔導訪查基準計畫。衛生署研究計畫。花蓮：中華民國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2013 年 06 月 14 日。 

Liao HF, Pan YL. The Indicators of Consultation and Visiting for the Joint Assessment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A Research Project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Hualien, Taiwan: Chinese Early Interventio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June 14t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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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日常職能活動量表 原始分數 百分位數 

感覺動作 98 <0.1 

溝通表達 68 2.3 

認知自主 140 <0.1 

心理社會 88 <0.1 

總    分 219 <1.8 

施測皮巴迪動作發展量表(第二版)，結果如下： 

皮巴迪動作發展量表 商數(等級) 百分位數 

粗動作 83(中下) 13 

精細動作 91(中等) 27 

整體動作發展 85(中下) 16 

 

三三三三、、、、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針對主訴及職能參與的問題，分析其成因】 

(1) 雖然幼兒日常職能活動量表的結果顯示○○各方面發展都明顯較同齡孩童落後，然而其

表現與一般的發展順序不太一致。此外，○○在皮巴迪動作發展量表的精細動作發展為

中等，粗動作為中下；觀察○○的動作反應雖然較慢，動作計劃與協調也較差，但是在

口頭提示下，他若有動機，一般的活動他都可以參與。因此推測○○表現出來的能力比

實際能力差，這可能與其平時日常活動多由母親幫忙，缺少練習，且較為被動、依賴

有關。 

(2) ○○平時較被動、依賴，參與活動的機會較少，自我能力感不足、缺乏自信，因此當面

對不熟悉的環境或事物時會比較退縮。 

(3) 注意力不足、容易分心的問題與○○的理解能力以及行為習慣有關。○○習慣於一個指令、

一個動作，不習慣主動整合訊息、計劃行動，因此對於語言及情境的理解不佳。所以

在團體課程的表現會比一對一時要差。 

(4) ○○目前不會自己主動找事做，缺乏玩的技巧，因此容易跟著他人起鬨，缺少有目標的

遊戲，這可能是他在自由探索時間常常在室內進行追逐的主要原因。 

(5) 由於有幾天母親中午就接○○回家，以致○○常常中午就盼著媽媽來接，無法安心參與班

級活動，有時想到母親就會哭起來。這也會影響其情緒的發展，且不利建立○○規律的

作息習慣。 

(6) ○○動作計劃與協調較差，但是無明顯的不正常肌肉張力或動作模式，因此推測與缺少

練習，發展成熟度不足有關。 

 

四四四四、、、、總結與建議總結與建議總結與建議總結與建議【含具體治療目標（職能表現與表現要素）、治療性活動/策略方法/輔具/環境改變等建議，

家庭或學校環境可執行之相關建議、其他需注意事項、教養相關資源轉介與建議】 

(一一一一) 治療目標治療目標治療目標治療目標：：：： 

(1) 規律上下學，其能在二週內穩定○○的學習情緒。 

(2) 於四週內，個案能夠主動完成基本日常活動，包括吃飯、穿脫衣物鞋襪。 

(3) 於四週內，個案的學習動機提高，面對要求或提問時能夠適當回應、不退縮。 

(4) 於四週內，個案認真投入遊戲活動的時間由 3 分鐘提升至 10 分鐘。 

(5) 於三週內，個案參與大動作活動，如小狗爬的持續力可由 3 分鐘進步到 6 分鐘。小狗爬

時跌倒的次數由目前一爬快就跌倒減少至 6 分鐘跌倒的次數少於 5 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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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治療策略與方法治療策略與方法治療策略與方法治療策略與方法：：：： 

(1) 經與母親討論後，母親將改為每天四點放學時再接○○。希望如此有利於○○適應規律的學

校生活，其情緒可更穩定，學習效果更好。 

(2) 日常活動盡量鼓勵○○自己做，如他有困難，大人可給予口頭提示與支持，並有耐心地等

待其執行，讓其有成功完成任務的經驗。此將提升其自我能力感與自信，並可提高其主

動參與活動的動機。 

(3) 在活動中教○○辨別行為或表現的對錯與好壞，並及時肯定其適當的表現，以建立其自信，

並可促進其認知能力的發展。 

(4) 當○○未依指令行事時，及時提醒他，直到他有反應為止，以養成聽話的習慣。 

(5) 多做全身性大動作活動，如小狗爬或側滾翻運砂包及傳球的遊戲，以提高其平衡、協調

力與體能。 

(6) 每週接受職能治療一次。 

 

                                                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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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兒童職能治療療育記錄兒童職能治療療育記錄兒童職能治療療育記錄兒童職能治療療育記錄 

兒童職能治療療育記錄 

個案姓名： 病歷號： 

治療過程及個案表現治療過程及個案表現治療過程及個案表現治療過程及個案表現 問題分析與建議問題分析與建議問題分析與建議問題分析與建議 

1. 追蹤回家建議事項的執行情形追蹤回家建議事項的執行情形追蹤回家建議事項的執行情形追蹤回家建議事項的執行情形 

2. 本次治療情形及個案表現本次治療情形及個案表現本次治療情形及個案表現本次治療情形及個案表現(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進步與問題進步與問題進步與問題進步與問題) 

1. 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 

2. 治療目標與建議治療目標與建議治療目標與建議治療目標與建議(含家長指導與下次治療重含家長指導與下次治療重含家長指導與下次治療重含家長指導與下次治療重

點點點點)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1/10/29 

  自上次與家長諮詢一週後，母親已

改讓○○每天規律的放學。現在○○已

不會哭鬧，而是笑嘻嘻的，在班上也

很好，學習動機高。 

吃飯、穿脫衣物鞋襪，偶爾媽媽為

趕時間仍會協助完成。 

 面對治療師的指示，○○會有反

應，但不一定正確，組織及概念理解

仍不佳。 

 ○○可參與所有的活動，但是多需

要個別提示，否則可能做不對或等著

別人催促。 

 小狗爬已可持續 5 分鐘，跌倒次數

減少至 5 次以下。 

(1) 建議媽媽調整日常作息安排，以有充分的時

間讓○○自己完成日常活動。並預告下一個活

動或多久即將出門或收拾碗盤，訓練○○把握

時間，積極做事的習慣。 

(2) 請家長及老師留意○○對指令的反應，如不正

確，及時提醒或給予適當的協助，幫助他獲

得成功完成的經驗，以促進其概念理解，並

提高其自信與主動性。 

(3) 持續全身性大動作活動，如小狗爬或側滾翻

運砂包及傳球的遊戲，以提高其平衡、協調

力與體能。 

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 # # #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1/11/25 

今日讓○○和 XX 玩拼積木塊(5 塊

不規則的磚塊)，看著卡片排。○○開

始時不了解遊戲要領。治療師示範一

次後，○○很主動的接過去排，但只會

依原樣合起來，弄亂了就不會排了。

經過多次練習(治療師在旁提示他找

那一塊)，他漸漸有些概念，可找出

正確的積木塊，但還不會正確擺放。

不過整體而言，○○現在已比之前有自

尊、自信，當治療師或 XX 在排時，

會很認真的看、學，而非呆坐著了。 

聽故事時，不易專心，不太能理解

故事的情境。老師說上團討課時專注

力仍不佳。 

○○明顯長胖了許多，除與情緒改善

(1) 教導○○時，盡量只給少許提示，鼓勵他自己

去試，並肯定其努力或嘗試，以建立其信心。

避免直接指示他如何做。 

(2) 飲食適量即可，避免吃太多，體重過重。 

(3) 由於○○的抽象概念理解不佳，所以參與團討

課不易融入，可請老師讓○○坐前排，並利用

實物或圖片幫助○○了解討論內容。此外，建

議家長平時亦可帶著○○閱讀與日常生活相關

題材的圖畫書，以促進○○的組織與理解能力

及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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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飲食份量亦需注意。 

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