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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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提供之範例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現為台灣物理治療學會)主要由台大醫院物理治療科潘懿玲治療

師提供一份 3歲 10個月之 DiGeorge 症候群併有全面性發展遲緩男童完整的含成效評估的

病歷範本及每日記錄、進展記錄與結案報告各一份。該個案之詳細情形，可參考潘懿玲等人

之文獻(2013)。 

 

一一一一、、、、3歲 10個月之 DiGeorge 症候群併有全面性發展遲緩男童完整的含成效評估的病歷範本 

DiGeorge 症候群併有全面性發展遲緩幼兒之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記錄內容症候群併有全面性發展遲緩幼兒之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記錄內容症候群併有全面性發展遲緩幼兒之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記錄內容症候群併有全面性發展遲緩幼兒之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記錄內容 

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兒童物理治療評估表 

病歷號碼病歷號碼病歷號碼病歷號碼：：：： *******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OOO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2007-09-19 評估日期評估日期評估日期評估日期：：：：2011-07-14     

 醫學診斷醫學診斷醫學診斷醫學診斷：：：：  279.11 CATCH 22 (DiGeorge Syndrome); Q21.3 Tetralogy of Fallot；；；；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3歲 10個月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服用利尿劑，尿尿次數較頻繁                                           

 治療起始時間治療起始時間治療起始時間治療起始時間：：：： 

  物理治療:  2011.07.14  ；；；； 職能治療:  NA  ；；；；語言治療:  NA   ；；；；心理治療：：：： (－)   

  目前體重(%ile):11.7kg(<3%ile)；身高(%ile):82cm(<3%ile)；；；；BMI: 17.4 kg/m2 (85-97%ile) 

 出生史出生史出生史出生史、、、、疾病史疾病史疾病史疾病史: 足月順產；3個月時因壞死性腸癌接受腸造廔手術，5個月時接受心臟手術(R't BT shunt) 

 發展史發展史發展史發展史：：：：達成發展基石之年齡達成發展基石之年齡達成發展基石之年齡達成發展基石之年齡（（（（月月月月）：）：）：）： 

  頭部控制     5    ；；；； 翻身    5    ；；；； 獨坐（10分）    12      ；；；；貼地爬   +NA           

  離地爬    15     ；；；；行走（5步）    22    ；；；；說話（5個單字）    36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 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 (d) 

1).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粗大動作發展粗大動作發展粗大動作發展粗大動作發展(d4) 獨立行走。可自行坐到站，蹲下撿物品並站起。放手可兩腳一階上下小樓梯。         

精細動作發展精細動作發展精細動作發展精細動作發展(d4) 以靜態式 3指握筆方式握湯匙。                                                 

生活自理發展生活自理發展生活自理發展生活自理發展(d5) 整天包尿布                                                                   

認知發展認知發展認知發展認知發展(d1) 發展年齡約 27個月                                                                

語言發展語言發展語言發展語言發展(d3) 會立即模仿說單字、但語音常不正確。偶爾會用電報句(爸爸拿、媽媽拿)表達。           

人際社會發展人際社會發展人際社會發展人際社會發展(d7)會主動靠近其他治療師、且配合治療師所給予的動作指令。                          

2). 生活情境參與生活情境參與生活情境參與生活情境參與: 學習新事物稍有困難；表達能力差、上幼稚園時少與他人對話；不會主動和同儕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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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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可自行玩喜愛的遊戲可持續 5分鐘以上。吃飯幾乎全由大人餵。                 

3). 評估工具名稱評估工具名稱評估工具名稱評估工具名稱  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CDIIT)                                         

      日期與結果日期與結果日期與結果日期與結果: 2011-01-20 (測試年齡 3y4m) DA/DQ: Cognition：27 / 54；d3 Language： 

20 /38； d4 Gross motor：21 / 54；d4 Fine motor：24 / 56；d5 Self-Care： 

15 / 5； d7 Social：20 / 71         

2. 身體功能與構造身體功能與構造身體功能與構造身體功能與構造(b & s) 

1) 心智功能(b1)：短期記憶能力弱。                                                            

2) 感覺功能與疼痛(b2) ：無明顯損傷。                                                         

3) 攝食功能(b513) ：無明顯損傷。                                                             

4) 心肺功能(b4) ：平地行血氧多介於 75-80%，上樓梯時血氧降至 65%；連續行走最多 10分鐘。       

5) 動作相關功能與構造(b7 & s7): 

關節活動度(b710) : 頸部與軀幹上半部肌肉緊。                                                 

肌肉力量(b730) : 無明顯損傷。                                                               

肌肉張力(b735) :正常。                                                                      

肌肉耐力(b740) : 輕度損傷。                                                                 

反射功能(b750) :無明顯損傷。                                                                

姿勢控制與反應 (b755) : 就行走功能而言無明顯損傷。                                          

自主動作控制(b760) :無明顯損傷。                                                            

步態功能(b770)  無明顯損傷。                                                              

其他：脊柱側彎。                                                                         

3.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pf): 喜歡汽車玩具。                                                    

4.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e): 

1).家屬(或老師)關心事項： 希望知道如何協助個案發展。                                       

2).有利因素(e1-5)：_主要照顧者：媽媽、爸爸；父母療育動機強；家住 8樓(電梯)； 

有兒童遊戲室。  

     3). 限制因素(e1-5)：_家長不知道可開始大小便訓練；服用利尿劑，因而解尿次數頻繁。              

     4). 目前就學安置狀況：個案目前就讀私立幼稚園幼幼班，家長因擔心個案生病，所以安排 

 唸半天班。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兒童與家庭之優勢: 家庭支持良好。                                                                

主要問題：1.全面發展遲緩，媽媽期待治療師教導如何協助個案發展之知能。 

       2.輕中度全面發展遲緩，脫穿鞋衣須重度協助、吃飯幾乎完全要別人餵、整天包尿布 

       3.輕中度全面發展遲緩，常忘記 1-2分鐘前之前發生事物。 

       4.心肺耐力不足與脊柱側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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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診斷物理治療診斷物理治療診斷物理治療診斷： Mild to moderate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5B) ; Impaired aerobic cacpacity (6D) ; left TL 

spine scoliosis (4F)                                                    

 

長長長長/短期目標短期目標短期目標短期目標（（（（預計達成日期預計達成日期預計達成日期預計達成日期 2011.09）：）：）：）： 

1.媽媽知道如何教導大便之程序與尿濕後示意(e310)、抱與牽拉脊柱側彎之手法(e310)、如何偵測心跳與呼吸

數，以提供合適運動量之活動(e310)。 

2.個案在中度協助下，可自行脫穿鞋(d540)與自行脫套頭上衣及外套(d540)。 

3.增加個案平常自行吃飯時間的比例至 60%(d550)。 

4.訓練心肺耐力至運動時心跳(HR)達 120 bpm( b455)。 

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 

1. 治療期間與頻率：：：：_6週，每週 1次  

2. 處置性介入 

a. 運用跑步機或者上下階梯訓練體適能，訓練時會監測每分鐘心跳與呼吸次數 

b. 訓練個案自行脫套頭上衣與鞋子的能力 

3. 間接治療與諮詢(家中或執行之建議) 

   *促進環境因素：增加照顧者知能：了解兒童之能力、教養兒童活動技巧、媽媽了解各種活動 

之代謝當量(MET)  與個案從事運動時之壓力跡象(stress sign)。 

   *誘發兒童活動： 

    ■誘發活動參與：增加環境認知             ■移動：上下樓梯 

    ■飲食活動：使用湯匙                     ■盥洗活動：大小便訓練 

    ■整理衣著：穿脫鞋襪、衣褲               ■其他:運用玩具與遊戲增加個案認知與溝通、回應情境技

巧 

   *改善身體功能與構造：被動運動 

4. 轉介與溝通： 詢問胸腔內科醫師個案的詳細情形與物理治療注意事項、定期了解骨科檢查結果   

                                             物理治療師：  OOO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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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評量   

目標 2011-08-03 2011-09-14 

媽媽知道如何教導大

便之程序與尿濕後示

意(e310) 

媽媽尚未開始訓練，經提醒後主訴

可了解教導方法，但尚未開始執行。 

媽媽主訴可了解教

導方法並已開始訓

練，但尚未成功。 

(目標部份達成) 

媽媽知道如何抱與牽

拉脊柱側彎之手法，媽

媽知道如何偵測心跳

與呼吸數，以提供合適

運動量之活動(e310) 

媽媽已知道如何牽拉脊柱側彎的手

法且知道如何在個案運動前後，偵

測他的心跳及呼吸次數，判斷是否

有提供適當的運動強度。 

此目標已達成，但仍持續給予諮詢

服務。並提供一份建議活動清單給

媽媽，讓媽媽提供合適的活動給個

案。 

媽媽持續執行牽拉

運動。(目標已達成) 

個案在中度協助下，可

自行脫穿鞋(d540) 

脫：個案會幫忙將魔鬼氈撕開且會

在媽媽將鞋子用鬆後，自行將鞋子

推開；穿：個案會聽媽媽的口令將

腳伸入鞋內，但左右腳會搞錯。 

個案可自行穿脫撕

開魔鬼氈之鞋子，大

人提醒左右腳(目標

已達成) 

個案在中度協助下，自

行脫套頭上衣及外套

(d540) 

教導下，個案媽媽會將上衣拉鬆至

頭後，讓個案自行將衣服脫掉，而

外套已長時間未練習。 

媽媽平時會將上衣

拉鬆至頭後，個案可

自行將衣服脫掉，外

套未練習。(目標部份

達成) 

增加個案平常自行吃

飯 時 間 的 比 例 至

60%( d550) 

自行吃飯的比率約為 30%。 自行吃飯的比率約

為 50%。(目標部份達

成) 

訓練心肺耐力至心跳 

120 bpm (b455) 

跑步機：0.5mph, 10mins 

心跳 104bpm →124bpm, 呼吸速率 

28 →32times/min。 

跑 步 機 ： 0.5mph, 

10mins 

心跳可維持 100-120 

bpm，同時血氧介於

75-80%之間。 

(目標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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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物理治療每日紀錄物理治療每日紀錄物理治療每日紀錄物理治療每日紀錄 

兒童物理治療每日紀錄兒童物理治療每日紀錄兒童物理治療每日紀錄兒童物理治療每日紀錄 

 

病歷號碼：XXXXXX；姓名：  OOO  ；出生日期：2007-09-19；評估日期：2011-07-28 

性別：    男    ；年齡： 3歲 10個月 

醫學診斷： 279.11 CATCH 22 (DiGeorge Syndrome); Q21.3 Tetralogy of Fallot              

PT診斷： Mild to moderate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5B); Impaired aerobic cacpacity (6D);  

Left Thoracic-Lumbar spine scoliosis (4F)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照顧者主訴照顧者主訴照顧者主訴照顧者主訴：：：： 媽媽主訴不知什麼是適當的運動，很怕讓孩子運動過量。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 當日治療期間表現： 

個案當天可於跑步機上以0.5mph速度連續行走10分鐘，心跳由104bpm增加至124bpm，

呼吸速率由 28增加至 32次/分鐘。遊戲中觀察個案約活動 10分鐘就會要求休息。媽媽

在家中多半觀察呼吸與臉色判斷是否要讓孩子休息。媽媽主訴目前進食仍由大人餵，因

為個案吃飯時喜歡到處跑。此外遊戲中觀察個案不太能遵循口令，但不確定個案是不懂

指令或不想執行。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1. 活動與參與：□改善     ■不變     □惡化     □未評 

2. 身體功能與構造：□改善 ■不變     □惡化     □未評 

3. 環境/個人因素：□改善   □不變     □惡化     ■未評 

家長需了解一般常見活動之激烈程度以協助判別活動是否適當。                     

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 

a.  處置性介入：體適能訓練、穿脫衣物/鞋襪訓練。                                 

b.  間接治療與諮詢(家中或執行之建議)：給予活動諮詢。下次治療時提供一份建議活

動清單給媽媽。                                                              

c.  轉介與溝通： 無。                                                                

 

                                   物理治療師簽章：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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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物理治療進展報告物理治療進展報告物理治療進展報告物理治療進展報告 

 

兒童物理治療進展報告兒童物理治療進展報告兒童物理治療進展報告兒童物理治療進展報告 

病歷號碼：XXXXXXX；姓名：  OOO  ；出生日期：2007-09-19；評估日期：2011-08-03 

性別：  男  ；年齡： 3歲 10個月   

醫學診斷： 279.11 CATCH 22 (DiGeorge Syndrome); Q21.3 Tetralogy of Fallot              

PT診斷： Mild to moderate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5B); Impaired aerobic cacpacity (6D); Left   

         Thoracic-Lumbar spine scoliosis (4F)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照顧者主訴照顧者主訴照顧者主訴照顧者主訴：：：： 媽媽主訴會依孩子情況以血氧計量測呼吸、心跳與血氧；並有進行脊柱側彎的牽拉運

動。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 活動與參與： 

穿脫鞋部份：個案會幫忙將魔鬼氈撕開且會在媽媽將鞋子用鬆後，自行將鞋子推開；個案會聽媽媽的口令將

腳伸入鞋內，但左右腳會搞錯。脫衣部份：個案媽媽會將上衣拉鬆至頭後，讓個案自行將衣服脫掉，而外

套已長時間未練習。個案目前在家自行吃飯的比率約為 30%。媽媽尚未開始訓練大小便。                 

2. 身體功能與構造： 

個案可走跑步機以 0.5mph速度連續行走 10分鐘，心跳 104bpm →124bpm, 呼吸速率 28 →32 次/分鐘。    

3. 環境/個人因素： 

媽媽主訴可了解促進互動、大小便訓練與脊柱牽拉運動與調整運動量方法。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1. 活動與參與：■改善        □不變     □惡化     □未評 

身體功能與構造：■改善    □不變     □惡化     □未評 

環境/個人因素：■改善      □不變     □惡化     □未評 

2. 物理治療目標達成情況與調整/問題分析： 

a.  媽媽知道如何與個案互動，以增進其溝通與認知能力(目標達成率 100%)                                     

b.  媽媽知道如何教導大便之程序與尿濕後示意(目標達成率 100%)                                            

c.  媽媽知道抱與牽拉脊柱側彎之手法，以及如何偵測心跳與呼吸數，以提供合適運動量之活動(目標達

成率 100%)                                                                                    

d.  個案在中度協助下，可自行脫穿鞋(目標達成率 50%)                                                      

e.  個案在中度協助下，自行脫套頭上衣及外套(目標達成率 20%)                                              

f.  增加個案平常自行吃飯時間的比例至 60%(目標達成率 50%)                                               

g.  訓練心肺耐力至心跳 120 bpm (目標達成率 10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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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治療介入計畫：：：： 

a.  治療期間與頻率：6週，每週 1次。                                           

b.  處置性介入：體適能訓練、穿脫衣物/鞋襪訓練。                                   

c.  間接治療與諮詢(家中或執行之建議)：持續給予諮詢服務。並提供一份建議活動清單給媽媽。                                                                

d.  轉介與溝通：詢問胸腔內科醫師個案的詳細情形與物理治療應注意的事項，定期了解骨科檢查結

果。                                                                        

 

                                  物理治療師簽章：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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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物理治療結案報告物理治療結案報告物理治療結案報告物理治療結案報告 

 

兒童物理治療結案報告兒童物理治療結案報告兒童物理治療結案報告兒童物理治療結案報告 

 

病歷號碼：XXXXXXX；姓名： OOO ；出生日期：2007-09-19；評估日期：2011-09-14 

性別：    男    ；年齡： 3歲 10個月 

醫學診斷： 279.11 CATCH 22 (DiGeorge Syndrome); Q21.3 Tetralogy of Fallot              

PT診斷： Mild to moderate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5B); Impaired aerobic cacpacity (6D);  

Left Thoracic-Lumbar spine scoliosis (4F)                                     

1. 個案療育期間進展總結與成效評量： 

個案於 2011.7.14接受物理治療再評估後，接受一週一次物理治療迄今。治療期間個

案經由療育在進食、穿脫衣之表現有明顯進步且已達成部份目標。目前個案自行吃飯

的比率約為 50%，可在大人提醒下穿脫撕開魔鬼氈之鞋子，也可脫掉拉鬆至頭部的

上衣。個案之對談能力也有進步，可適當來回交談 2-3次。家長之親職技巧也有所進

步，有關增進家長教導能力目標皆已達成。媽媽主訴可了解互動方法，並可於治療期

間觀察到媽媽適切地與個案互動。媽媽知道如何教導大便之程序與尿濕後示意方法並

已開始訓練，針對脊柱側彎持續執行牽拉運動。                                     

2. 結案原因： 

此階段所設目標已大致達成，家長了解訓練方法並能確實執行，並已入幼稚園有充份

環境刺激，故物理治療結案。                                                 

3. 未來療育建議/居家訓練活動建議： 

a.  持續體適能訓練，注意心跳與呼吸次數之偵測。                               

b.  持續進食、穿脫衣物與大小便訓練。                                         

c.  建議一年後再回院追蹤全面發展情況。                                       

 

                                   物理治療師簽章：      O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