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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 ICF簡介

• ICF編碼• ICF編碼

• ICF臨床運用

• 台灣身心障礙鑑定與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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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身心障礙鑑定與ICF

99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
表及研討會目的表及研討會目的表及研討會目的表及研討會目的

一、增進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專業工作人員之工作知能
二、強化公私部門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網絡連結
三、提升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之執行品質

為何專業人員具有

可增加服務網絡連結功能

並促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品質

三、提升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之執行品質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成果發
表及研討會目的表及研討會目的表及研討會目的表及研討會目的

增進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專業工作人員之工作知能。
強化公私部門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網絡連結。
提升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之執行品質。

為何專業人員具有ICF-CY知能，

可增加服務網絡連結功能?

並促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品質?

提升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方案之執行品質。

ICF / ICF-CY
身體功能與構造
Body function & 

structure

環境因素
Environmental 

提供共同語言與理論架構，可增加政府
業團隊間之合作，因而強化服務網絡連結功能

於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
之功能，強調藉由以家庭為中心

Environmental 
Factors

身體功能與構造
Body function & 

structure

健康情形
Health Condition

活動與參
與

環境因素
Environmental 

個人因素
Personal Factors

兒童功能兒童功能兒童功能兒童功能

可增加政府/民間、學術/實務、專
因而強化服務網絡連結功能

於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ICF-CY著重成果面為兒童
以家庭為中心之服務，可促進品質

Environmental 
Factors

Personal Factors

健康情形
Health ConditionHealth Condition

((disorder/diseasedisorder/disease

身體功能與構造
Body functionBody function ActivitiesActivities

世界衛生組織之世界衛生組織之世界衛生組織之世界衛生組織之 IC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FactorsFactors

Body functionBody function

&structure&structure
(Impairment(Impairment))

ActivitiesActivities

(Limitation)(Limitation)

健康情形
Health ConditionHealth Condition

disorder/diseasedisorder/disease))

活動活動
ActivitiesActivities

參與參與
Participation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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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Personal Personal 

FactorsFactors

ActivitiesActivities

(Limitation)(Limitation)

ParticipationParticipation

(Restriction)(Restriction)

(廖華芳 2006)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五條：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之定義為：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
與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
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
證明者：

一一一一.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心智功能心智功能心智功能

二二二二.眼眼眼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二二二二.眼眼眼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三三三三.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四四四四.循環循環循環循環、、、、造血造血造血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五五五五.消化消化消化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六六六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七七七七.神經神經神經神經、、、、肌肉肌肉肌肉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八八八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2007
：”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

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活動與參活動與參活動與參
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
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

心智功能心智功能心智功能心智功能。。。。(b1, s1)

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b2,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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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b2, s2)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b3, s3)

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b4, s4)

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b5, s5)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b6, s6)

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b7, s7)

”””” (b8, s8)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第七條：直轄市、縣（市）
管機關所核轉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進行需求評估需求評估需求評估需求評估。

前項需求評估，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
庭經濟情況、照顧服務需求
與需求等因素為之。與需求等因素為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設籍於轄區內依前項
評估合於規定者，應核發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證明
需之福利及服務。

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
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
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續)

）主管機關應於取得衛生衛生衛生衛生主
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後，籌組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

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程度、家
照顧服務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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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對於設籍於轄區內依前項
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

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認定障礙會受生理與環境各因素影響，，，，並非固定並非固定並非固定並非固定；；；；
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評估向度要加入活動與社會參與，，，，
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並依據障礙者所需之支持程度與需求來決定服務之提供。。。。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 第4 條：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

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導、治療、早期療育、身心障礙重建
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

• 第19條：直轄市、縣 (市) 政府，應鼓勵
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
– 建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通報系統，並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 辦理兒童托育服務。– 辦理兒童托育服務。
– 對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提供諮詢輔導服務
– 對兒童及少年及其父母辦理親職教育。

• 第20條：各類兒童及少年福利、教育及醫療機構
兒童或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應通報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料，
介適當之服務。

• 第31條：孕婦不得吸菸、酗酒、嚼檳榔
或為其他有害胎兒發育之行為。

• 第32條：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
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2008 年8 月6日修正)

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
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
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應

應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

並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對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提供諮詢輔導服務。
。……..

教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
應通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直轄市

，建立檔案管理，並視其需要提供、轉

嚼檳榔、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

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

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

一、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

幼子女與人同居、藥酒癮、精神疾病、犯罪前科等
展展展展。。。。

二、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
酒癮藥癮酒癮藥癮酒癮藥癮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三、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
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四、因貧困貧困貧困貧困、、、、單親單親單親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
常發展常發展常發展常發展。。。。

五、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

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六、負擔家計者死亡負擔家計者死亡負擔家計者死亡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出走出走出走、、、、重病重病重病重病、、、、
心正常發展心正常發展心正常發展心正常發展。。。。

七、其他╴╴╴╴╴╴╴╴╴╴╴╴╴╴╴╴╴╴
。。。。

(http://www.cbi.gov.tw/CBI_2/upload/4babda6c-

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高風險家庭評估內容

：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

犯罪前科等，，，，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

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
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

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

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以致以致以致以致

、、、、入獄服刑等入獄服刑等入獄服刑等入獄服刑等，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

╴╴╴╴╴╴╴╴╴╴╴╴╴╴╴╴╴╴，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2de0-4101-af95-784a71e19fab.doc)

ICF (ICF-CY) Model
• 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 biopsychosocial model ）

• 失能為健康情形與情境因素互
動而成

WHO: http://www3.who.int/icf/icftemplate.cfm
台:http://www.doh.gov.tw/CHT2006/DM/DM2_p01

.aspx?class_no=211&now_fod_list_no=6753&lev.aspx?class_no=211&now_fod_list_no=6753&lev

el_no=3&doc_no=70446 

CY) Model

失能為健康情形與情境因素互

http://www3.who.int/icf/icftemplate.cfm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DM2_p01

.aspx?class_no=211&now_fod_list_no=6753&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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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x?class_no=211&now_fod_list_no=6753&lev

背景
• WHO

• 國際疾病分類系統（ICD-10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version): 
盛行率
(http://apps.who.int/classifications/apps/icd/icd10online/)

– ICD-9 台灣病歷管理協會http://www.tmra.org.tw/– ICD-9 台灣病歷管理協會http://www.tmra.org.tw/

• ICF: 健康狀況及其危險因素之訊息
– 由 ICIDH修正而來

• 臨床運用
– 功能性診斷: 健康狀況3個構面與情境性因素

– 臨床決策：分析活動與參與之限制因素及有益因素

– 介入與成果參考

背景

10，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version): 死亡率、疾病

(http://apps.who.int/classifications/apps/icd/icd10online/)

http://www.tm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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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mra.org.tw/

健康狀況及其危險因素之訊息

個構面與情境性因素

分析活動與參與之限制因素及有益因素

ICD-10 分類項表列分類項表列分類項表列分類項表列
http://www3.who.int/icd/currentversion/frhttp://www3.who.int/icd/currentversion/fr

分類項表列分類項表列分類項表列分類項表列
http://www3.who.int/icd/currentversion/frhttp://www3.who.int/icd/currentversion/fr--icd.htmic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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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IV PC for children with behavior 

and emotional problems

http://allpsych.com/disorders/dsm.html
http://www.psychpark.org/paper/article/articledisplay.asp?acode=384

IV PC for children with behavior 

and emotional problems

http://allpsych.com/disorders/dsm.html
http://www.psychpark.org/paper/article/articledisplay.asp?acode=384

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Disablement model Disablement model 

by NCMRRby NCMRR

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

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

（（（（非殘障非殘障非殘障非殘障

Disablement model Disablement model ，，，，，，，，ICIDHICIDH））））））））

by NCMRRby NCMRR

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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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及

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復健過程

非殘障非殘障非殘障非殘障））））

基本概念

•適用所有人適用所有人適用所有人適用所有人 (The Universe of ICF)

•範籌範籌範籌範籌(Scope of ICF) : 敘述人類功能狀況及限制

– 2 部份(parts): 

• 第1部份功能 (Functioning and Disability)

–構面與限定值(constructs & qualifiers)

– 身體功能 (Body function),

(Activity) & 參與(Participation),

–限定值 (困難度)：表現(performance), 

• 第2 部份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

–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 

• 分類單位分類單位分類單位分類單位:位碼 (categories)

(http://wsdb.westernu.edu/icftraining/index.jsp?)

基本概念

The Universe of ICF)

敘述人類功能狀況及限制

(Functioning and Disability)

(constructs & qualifiers)

21

Body function),身體構造(Body structure), 活動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能力(capacity)

(contextu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 個人因素(Personal factors)

(http://wsdb.westernu.edu/icftraining/index.jsp?)

健康情形

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b)與構造與構造與構造與構造(s)

ICF (ICF-CY) b & s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健康情形

活動活動 參與參與

CY) b & s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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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廖華芳 2006)

健康情形

身體功能與構造

ICF (ICF-CY) d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健康情形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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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廖華芳 2006)

健康情形

身體功能與構造

ICF (ICF-CY) e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健康情形

活動活動 參與參與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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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廖華芳 2006)



使能模式使能模式使能模式使能模式 (Enablement model)

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

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國際功能分類系統國際功能分類系統(ICF) vs. ICIDH(ICF) vs. ICIDH

• Health vs. Pathology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vs.

•• Body function vs. ImpairmentBody function vs. Impairment

•• Activity vs DisabilityActivity vs Disability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Participation vs HandicapsParticipation vs Handicaps

•• Environmental factor Environmental factor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 Personal factorPersonal factor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Enablement model)

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功能障礙模式 (Disablement model)

(ICF) vs. ICIDH(ICF) vs. ICIDH

vs. 病理病變病理病變病理病變病理病變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

Body function vs. ImpairmentBody function vs. Impairment 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 vs vs 機能損傷機能損傷機能損傷機能損傷機能損傷機能損傷機能損傷機能損傷（（（（症狀症狀症狀症狀））））（（（（症狀症狀症狀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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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vs.  功能障礙功能障礙功能障礙功能障礙功能障礙功能障礙功能障礙功能障礙（（（（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vs. vs. 殘障殘障殘障殘障殘障殘障殘障殘障（（（（社會角色社會角色社會角色社會角色））））（（（（社會角色社會角色社會角色社會角色））））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優勢優勢優勢優勢、、、、物理環境障礙物理環境障礙物理環境障礙物理環境障礙優勢優勢優勢優勢、、、、物理環境障礙物理環境障礙物理環境障礙物理環境障礙、、、、、、、、法令限制法令限制法令限制法令限制法令限制法令限制法令限制法令限制))

((對殘障的概念對殘障的概念對殘障的概念對殘障的概念））））對殘障的概念對殘障的概念對殘障的概念對殘障的概念））））

ICF架構與編碼 Health Condition

Body Functions
& Structure

Activity

Environmental 
Factors

Disability

Participation

Health Condition

Activity

28

Personal
Factors

ICF架構與評估指標數目

健康情形(疾病

493個身體功能(b)

以及310個身體構造(s)以及310個身體構造(s)

253環境因素(e)

情境因素

架構與評估指標數目

384項活動和參與(d)

疾病、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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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項活動和參與(d)

個人因素

情境因素

ICF架構與編碼

ICF

Part 1:功能及損傷

活動及參與(n=384)身體功能及結構

(n=493) (n=310)

功能
b1-8

b110-b899

b1100-
b7809

b11420-
b51059

構造
s1-8

s110-s899

s1100-
s8309

s11000-
76009

d110-d999

d5550-
d9309

d1-d9

ICF

Part 2:情境因素

(n=384) 環境因素(n=253) 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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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0-e599

e1100-e5959

e1-e5 章別+第一層

第二層(二位碼)

第三層

第四層

b  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 ((((b
• 指身體各系統之生理功能
理方面

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

b1 心智功能

b2 感覺功能和疼痛b2 感覺功能和疼痛

b3 發聲和言語功能

b4 心血管、血液、免疫和呼吸系統功能

b5 消化、代謝和內分泌系統功能

b6 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b7 神經肌肉骨骼和運動有關的功能

b8 皮膚及其相關架構的功能

body function))))
指身體各系統之生理功能，包括智力、感官等心

34

免疫和呼吸系統功能

代謝和內分泌系統功能

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神經肌肉骨骼和運動有關的功能

皮膚及其相關架構的功能

s 身體構造身體構造身體構造身體構造 ((((body 

• 身體各系統之解剖構造，
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

s1 神經系統的構造

s2 眼、耳及其相關構造

s3 涉及發聲和言語的構造s3 涉及發聲和言語的構造

s4 心血管、免疫和呼吸系統的

s5 與消化、代謝和內分泌系統有關的構造

s6 與泌尿和生殖系統有關的構造

s7 與運動有關的構造

s8 皮膚及其相關構造

body structure))))

，包括器官、肢體等等

構造

35

構造

免疫和呼吸系統的構造

代謝和內分泌系統有關的構造

與泌尿和生殖系統有關的構造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功能功能功能功能)&()&()&()&(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活動(功能):一個人執行的行動或任務

•(社會)參與:指能在生活的情境中參與活動
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

d1 學習和應用知識 (Learn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

d2  一般任務和要求(General tasks and demands) 

d3  溝通 (Communication)d3  溝通 (Communication)

d4  身體移動 (Mobility)

d5  自理 (Self-care)

d6  家庭生活(Domestic life)

d7 人際互動和關係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d8  主要生活領域 (Major life areas)

d9  社區、社會和公民生活 (Community, social and civic life)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ddddisability)isability)isability)isability)
一個人執行的行動或任務

指能在生活的情境中參與活動

(Learn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

(General tasks and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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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Major life areas)

(Community, social and civic life)

環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s)

• 包括物理性、社會性及價值觀等態度性因素

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一位碼：

e1 用品和技術e1 用品和技術

e2 自然環境和對環境的人為改變

e3 支援和相互聯繫

e4 態度

e5 服務、體制和政策

nvironmental factors)

社會性及價值觀等態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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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和對環境的人為改變

個人因素

• 包括性別、年齡、種族
育、適應模式、價值觀等

個人因素

種族、文化背景、職業、教
價值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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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編碼(CODE)

功能

(n=493)

ICF

Part 1:功能及損傷

活動及參與(n=384)身體功能及結構

構造
d1-d9

(n=310)

功能
b1-8

構造
s1-8

d1-d9

健康狀況=英文字首+數字編碼

b
s
d
e

相對應之章別及層次

ICF

Part 2:情境因素

(n=384) 環境因素(n=253) 個人因素

e1-e5

40

e1-e5

數字編碼+限定值說明

相對應之章別及層次 •嚴重程度
•損傷性質部位
•有利或阻礙因素

限定值

根據障礙分數根據障礙分數根據障礙分數根據障礙分數/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

– 0(困難度0-4%) 正常範圍

– 1(困難度5%-24%) 輕度困難

– 2(困難度25%-49%)中度困難

– 3(困難度50%-95%)重度困難

– 4(困難度96%-100%)完全困難

– 8 有困難，但評估時沒有足夠資料判斷受測者的能力

– 9 不適用

限定值

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困難程度越高限定值越高

正常範圍

輕度困難

中度困難

重度困難

完全困難

但評估時沒有足夠資料判斷受測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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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值(Qualifiers)

• 限定值代表問題程度限定值代表問題程度限定值代表問題程度限定值代表問題程度；；；；沒有限定值沒有限定值沒有限定值沒有限定值

• 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Body function) (b)

– 一級限定值(1st qualifier): 損傷程度

• 身體構造身體構造身體構造身體構造(Body structure) (s) 

– 一級限定值(1st qualifier): 損傷程度

– 二級限定值(2nd qualifier): 變化的性質– 二級限定值(2nd qualifier): 變化的性質

– 三級限定值(3rd qualifier): 損傷的部位

• 活動功能活動功能活動功能活動功能&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

– 一級限定值(1st qualifier): 表現

– 二級限定值(2nd qualifier): 能力

•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 (

– Barrier._ , eg. e130.1, 

– Facilitator .+ ._ , eg. e130+1

(Qualifiers)

沒有限定值沒有限定值沒有限定值沒有限定值，，，，ICF編碼即無意義編碼即無意義編碼即無意義編碼即無意義

損傷程度, eg. b730.3

損傷程度, eg. s730.3

變化的性質, eg. s3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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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性質, eg. s370.32

損傷的部位, eg. s370.321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ion) (d)

表現(performance), eg. d5101.1_ 

能力(capacity), eg.  d5101._2

(Environmental factors) (e)



「「「「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

• 第一級限定值第一級限定值第一級限定值第一級限定值為為為為表現限定值表現限定值表現限定值表現限定值（（（（performance qualifier
自然環境下之困難程度自然環境下之困難程度自然環境下之困難程度自然環境下之困難程度。。。。

• 第二級限定值第二級限定值第二級限定值第二級限定值為為為為能力能力能力能力（（（（無協助無協助無協助無協助））））
assistance qualifier），），），），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

d450.13    

表現限定值表現限定值表現限定值表現限定值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
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
難程度難程度難程度難程度。。。。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
「「「「生活中投入程度生活中投入程度生活中投入程度生活中投入程度」」」」或個人的實際或個人的實際或個人的實際或個人的實際

能力限定值能力限定值能力限定值能力限定值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
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

第一限定值第一限定值第一限定值第一限定值 第二限定值第二限定值第二限定值第二限定值

」」」」的的的的限定值分二級限定值分二級限定值分二級限定值分二級

performance qualifier））））：：：：在在在在

））））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capacity without 
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在標準環境下之困難程度。。。。

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強調個體的實際生活場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表現，，，，可可可可
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根據實際生活存有輔助裝置之表現去評估其實際生活問題或困

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由於現實環境含有社會性情境，，，，因此表現可以解釋為因此表現可以解釋為因此表現可以解釋為因此表現可以解釋為
或個人的實際或個人的實際或個人的實際或個人的實際「「「「生活經驗生活經驗生活經驗生活經驗」。」。」。」。

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描述個體完成任務或行動的能力，，，，這種構念的目的是這種構念的目的是這種構念的目的是這種構念的目的是
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要顯示出個人在某一時刻在某位碼所能達到的最高能力。。。。

第二限定值第二限定值第二限定值第二限定值

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

如d450行走能力
d450.31，表示平日行走有重度困難

輕度困難，可能因平日環境中阻力多

d450.13，表示平日行走有輕度困難d450.13，表示平日行走有輕度困難
重度困難，可能因平日環境中有輔具的助力

如d640做家事
d640.8，表示做家事有困難，

如d815學前教育
d815.9，表示該位碼對非學前兒童不適用

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

重度困難，但在標準環境下只有
可能因平日環境中阻力多

輕度困難，但在標準環境下卻有輕度困難，但在標準環境下卻有
可能因平日環境中有輔具的助力

，但評估中無法確定其嚴重度

表示該位碼對非學前兒童不適用

根據某位碼表現限定值

之差別，即可了解環境因素對於個人執行

某位碼之活動時有利或有害某位碼之活動時有利或有害

表現限定值與能力限定值

即可了解環境因素對於個人執行

某位碼之活動時有利或有害。某位碼之活動時有利或有害。

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Qualifier)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身體功能
b

ICF

身體構造
s

活動、

b小數點僅有一碼：說明損傷嚴重程度

s小數點後僅有三級：

•第一級：構造損傷嚴重程度

•第二級：構造損傷情形(0,1,2,3,4,5,6,7,8,9)

•第三級：構造損傷部位(0,1,2,3,4,5,6,7,8,9)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ICF

、參與 環境因素 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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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損傷嚴重程度(0,1,2,3,4,8,9)

嚴重程度(0,1,2,3,4,8,9)

(0,1,2,3,4,5,6,7,8,9)

(0,1,2,3,4,5,6,7,8,9)

編碼範例：以身體構造

s110  structure of brain腦構造

s1105 Structure of brain stem 
s11050 Medulla oblongata 

S11050.324S11050.324

部分缺失部分缺失部分缺失部分缺失

前端部位前端部位前端部位前端部位

重度損傷重度損傷重度損傷重度損傷

以身體構造(s)為例

腦構造

s1105 Structure of brain stem 腦幹構造
Medulla oblongata 延腦延腦延腦延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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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缺失部分缺失部分缺失部分缺失(Partial absence)

前端部位前端部位前端部位前端部位(front)

重度損傷重度損傷重度損傷重度損傷(Severe)

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限定值(Qualifier)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

身體功能

ICF

身體結構 活動、
d

d小數點後至多五碼：

•第一位：一般 表現出來的參與能力

•第二位：於標準環境最佳能力程度

•第三位：非必要性編碼，有輔具或外力輔助後之能力

•第四位：非必要性編碼，沒有輔具或外力輔助之表現

•第五位：非必要性編碼，其他說明

附註：0 ：沒有困難；1：輕度困難；2中度困難

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
ICF

、參與
d

環境因素 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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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來的參與能力,可有輔具(0,1,2,3,4,8,9)

程度,無輔具(0,1,2,3,4,8,9)

有輔具或外力輔助後之能力 (0,1,2,3,4,8,9)

沒有輔具或外力輔助之表現 (0,1,2,3,4,8,9)

中度困難；3：重度困難；4：全完困難



限制嚴重度限制嚴重度限制嚴重度限制嚴重度 標準分數標準分數標準分數標準分數

沒有困難沒有困難沒有困難沒有困難 0 >= 85

輕度困難輕度困難輕度困難輕度困難 1 70-84

發展測驗常模分數

輕度困難輕度困難輕度困難輕度困難 1 70-84

中度困難中度困難中度困難中度困難 2 55-69

重度困難重度困難重度困難重度困難 3 40-54

完全困難完全困難完全困難完全困難 4 <39

T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常態分佈常態分佈常態分佈常態分佈 (%)

>= 40 85.4

30-39 12.6

發展測驗常模分數（d）之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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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 12.6

20-29 1.9

10-19 0.1

< 10 < 0.01

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DQ) & ICF 

CDIIT DQ 遲緩程度

認知 54 輕中度

語言 54 輕中度

粗大動作 50 中度粗大動作 50 中度

精細動作 54 輕中度

動作 <54 中度

社會 54 輕中度

生活自理 54 輕中度

(DQ) & ICF 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遲緩程度 限定值

輕中度 d1._3

輕中度 d3._3

中度

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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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

輕中度

中度 d4._3

輕中度 d7._3

輕中度 d5._3

預後預後預後預後

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

表. ICF之各成分定義及一位碼
身體功能 身體構造

定義

身體各系統之生理功能，包
括智力、感官等

身體各系統之解剖構造，
包括器官、肢體等

一位碼

b1 心智功能 s1 神經系統的構造

b2 感覺功能和疼痛 s2 眼、耳及其相關構造

b3發聲和言語功能 s3 涉及發聲和言語的構造b3發聲和言語功能 s3 涉及發聲和言語的構造

b4心血管、血液、免疫和呼
吸系統功能

s4 心血管、免疫和呼吸系
統的構造

b5消化、代謝和內分泌系統
功能

s5 與消化、代謝和內分泌
系統有關的構造

b6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s6 與泌尿和生殖系統有關
的構造

b7 神經肌肉骨骼和運動有
關的功能

s7 與運動有關的構造

b8 皮膚及其相關構造的功
能

s8 皮膚及其相關構造

之各成分定義及一位碼
活動與參與 環境因素

定義

， 活動：一個人執行的行動或
任務；參與：指能在生活的
情境中參與活動

包括物理性、社會性
及價值觀等因素

d1 學習和應用知識 e1 用品和技術

d2 一般任務和要求 e2 自然環境和人為
環境

涉及發聲和言語的構造 d3交流 e3 支持與關係涉及發聲和言語的構造 d3交流 e3 支持與關係

免疫和呼吸系 d4 活動 e4 態度

代謝和內分泌 d5生活自理 e5 服務、體制和政
策

與泌尿和生殖系統有關 d6家庭生活

d7 人際互動和關係

d8  主要生活領域

d9  社區、社會和公民生活 (參考自：WHO, 2001)

ICF-

• ICF-CY適用於小於18歲之兒童及青少年

• 架構同ICF

• 編碼系統因應兒童發展特性

• ICF-CY為保持ICF之完整性• ICF-CY為保持ICF之完整性
在原位碼增加新的二至四位碼或修正原位碼定義
而ICF-CY比ICF增加了16個新的二位碼
二位碼有380項

• ICF-CY所有位碼並不見得適合所有兒童
工作」(d850)、「經濟自給自足

-CY

歲之兒童及青少年。

編碼系統因應兒童發展特性，由ICF修正而來

之完整性，原ICF位碼皆保留，只之完整性，原ICF位碼皆保留，只
在原位碼增加新的二至四位碼或修正原位碼定義，因

個新的二位碼，最後ICF-CY

所有位碼並不見得適合所有兒童，如「有報酬
經濟自給自足」(d870)等二位碼

ICF-CY中新增的二位碼

• 身體功能：「基本認知功能」
(b560)、「自發性動作」(b761)

• 活動及參與：「經由物體上之行動而學習
訊息」(d132)、「獲得概念」
(d161, directing attention)、「(d161, directing attention)、「
「維護自己的安全」(d571)、「
(d816)、「學校生活和相關活動
(d880)等

• 環境因素：「非正式孩童或成人照顧
教育和訓練服務」(e5853)等

中新增的二位碼

」(b163)、「生長維持功能」
(b761)

經由物體上之行動而學習」(d131)、「獲得
」(d137)、「導引注意力」

、「口語前期之發聲」(d331)、、「口語前期之發聲」(d331)、
、「學前教育的生活和活動」

學校生活和相關活動」(d835)、「參與遊戲」

非正式孩童或成人照顧」(e57500)、「特殊
等

ICF-CY添加及修改內容定義的位碼數

納入與排除納入與排除納入與排除納入與排除
條件改變碼條件改變碼條件改變碼條件改變碼

新二位碼新二位碼新二位碼新二位碼
數數數數

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身體功能 24 4

身體構造身體構造身體構造身體構造 0 0

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 75 14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12 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11 18

添加及修改內容定義的位碼數

新二位碼新二位碼新二位碼新二位碼 新三位碼新三位碼新三位碼新三位碼
數數數數

新四位碼數新四位碼數新四位碼數新四位碼數 新碼總數新碼總數新碼總數新碼總數

28 6 38

8 11 19

128 17 159

6 9 15

170 43 231

(Mpofu E. Oakland T. 2010)



在臨床實務及研究上使用

(a)當作專業間評估的架構

(b)提供系統取向的評估(b)提供系統取向的評估

(c)產生兒童完整的功能剖面圖及臨床診斷

清晰化。

在臨床實務及研究上使用ICF-CY

當作專業間評估的架構；

提供系統取向的評估，提供系統取向的評估，

產生兒童完整的功能剖面圖及臨床診斷

(Mpofu E. Oakland T. 2010)

(ICD-

身體功能與構造
((((((((

專業間評估之統一架構專業間評估之統一架構專業間評估之統一架構專業間評估之統一架構 ((((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

((((((((((((篩檢測試篩檢測試篩檢測試篩檢測試))))

健康情形
-10, DSM IV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活動活動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

參與參與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追蹤追蹤追蹤追蹤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追蹤追蹤追蹤追蹤 ))))))))

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一般全面性發展遲緩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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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環境評估及介入))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轉銜轉銜轉銜轉銜轉銜轉銜轉銜轉銜))))))))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追蹤追蹤追蹤追蹤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介入介入介入介入、、、、追蹤追蹤追蹤追蹤 ))))))))

(修正自.Mpofu E. Oakland T. 2010)

提供系統取向的評估

第一步：參考ICF-CY關鍵內容去定義評估目的

第二步：得到確實資料之代表性評估方式

第三步：以通用限定值量化各位碼之困難度或有第三步：以通用限定值量化各位碼之困難度或有
利程度

提供系統取向的評估

關鍵內容去定義評估目的

得到確實資料之代表性評估方式

以通用限定值量化各位碼之困難度或有以通用限定值量化各位碼之困難度或有

(Mpofu E. Oakland T. 2010)

ICF-CY關鍵內容

• 核心位碼組 (Core set or code set)

• ICF-CY 各年齡層問卷

• 兒童身體(b/s)、學習(b1, d1)• 兒童身體(b/s)、學習(b1, d1)

適應(d2)、功能獨立(d4

生活場域對上述功能之有利與有害環境因素
(Mpofu E. Oakland T. 2010

關鍵內容

(Core set or code set)

(ICF-CY questionnaire)

(b1, d1)、對環境之反應與(b1, d1)、對環境之反應與
(d4-6)、參與(d7-9) 、主要

生活場域對上述功能之有利與有害環境因素? 

(Mpofu E. Oakland T. 2010) 

ICF 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

Body Function & Structure

移行之跨部反應不足移行之跨部反應不足移行之跨部反應不足移行之跨部反應不足 (B)

下肢肌力不足下肢肌力不足下肢肌力不足下肢肌力不足(B)

Activities 

快走的過程中快走的過程中快走的過程中快走的過程中
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

健康情形健康情形健康情形健康情形

腦性麻痺 ,痙攣雙邊

(彭伊君、廖華芳 2007)

下肢肌力不足下肢肌力不足下肢肌力不足下肢肌力不足(B)

下肢肌耐力不足下肢肌耐力不足下肢肌耐力不足下肢肌耐力不足(B)

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
有獨立行走能力有獨立行走能力有獨立行走能力有獨立行走能力

Environmental Factor

父母及外婆過度保護父母及外婆過度保護父母及外婆過度保護父母及外婆過度保護(B) 

缺乏快走的練習機會缺乏快走的練習機會缺乏快走的練習機會缺乏快走的練習機會(B)

居住地有電梯居住地有電梯居住地有電梯居住地有電梯(F)

社區有中庭社區有中庭社區有中庭社區有中庭(F)

Activities 

快走的過程中快走的過程中快走的過程中快走的過程中3

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1次次次次

健康情形健康情形健康情形健康情形

痙攣雙邊, GMFCS I

Participation

戶外活動受限戶外活動受限戶外活動受限戶外活動受限 （（（（B））））

68

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次跌倒1次次次次
有獨立行走能力有獨立行走能力有獨立行走能力有獨立行走能力

Personal Factor

喜歡跟小朋友玩喜歡跟小朋友玩喜歡跟小朋友玩喜歡跟小朋友玩(F)

習慣有人陪才願意到戶外活習慣有人陪才願意到戶外活習慣有人陪才願意到戶外活習慣有人陪才願意到戶外活
動動動動 (B)

5歲歲歲歲, 男生男生男生男生

The Rehabilitation Problem

Form (RPS

The Rehabilitation Problem-Solving 

Form (RPS-Form) 

70

Steiner, Ryser et al 2002



RPS-Form ExampleForm Example

71
Steiner, Ryser et al 2002

6歲，男，痙攣型腦性麻痺評估報告
感官知覺

視覺應用視覺應用視覺應用視覺應用：發展良好；能
注視光源追視移動中的人
或物品，能從一堆物品中
找到所要的物品，與熟悉
的人互動時，注意力比較
能持久。

聽覺應用聽覺應用聽覺應用聽覺應用：發展良好；當有人叫
喚OO名字時能有正確反應
突來的巨響會有驚嚇的反應並轉
向聲源處，將正發出聲音的玩具
藏起來能把它找出來，能了解環
境中的聲音(門鈴聲、電話聲
圾車音樂、打雷聲、下雨聲
歡聽音樂能傾聽來自收錄音機的
音樂超過10分鐘。

粗大動作
趴在地上可用手肘伸直撐
起上半身；可盤腿坐一段
時間，給予身體前後左右
的些許推力，

可維持小狗趴至少1分鐘；
固定物維持高跪姿一段時間

的些許推力，

生活自理
飲食能力飲食能力飲食能力飲食能力：咀嚼能力良好
，會以手拿食物一口一口
的吃，吞嚥能力良好，能
使用吸管和鴨嘴杯喝水，
也能使用杯子小口小口喝
水；能自己使用特製的粗
把、彎湯匙吃飯，但需不
時的提醒OO在舀食物或將
飯送入口中時，將手肘抬
高，以方便舀食物及進食
，大人些許協助下做餐前
準備、餐後收拾。

如廁如廁如廁如廁：OO能主動表示要尿尿或便
便偶爾因沒有表示而弄髒褲子
尿尿時須大人予以肢體協助才能
站穩便便時在使用軟墊輔助下能
自己坐穩解便，解完便後在詢問
下會告知大人是否便完；在
後給他衛生紙有擦拭動作，
法擦拭乾淨；在大人肢體協助下

能自己沖水及洗手。

痙攣型腦性麻痺評估報告
當有人叫

名字時能有正確反應，聽到
突來的巨響會有驚嚇的反應並轉

將正發出聲音的玩具
能了解環

電話聲、垃
下雨聲)，喜

歡聽音樂能傾聽來自收錄音機的

觸覺應用觸覺應用觸覺應用觸覺應用：發展良好；當身
體被碰觸時會查看、用手摸
被碰觸的地方，能接受臉部
、口腔、身體或手腳等觸覺
刺激不排斥也不偏好，能辨
識不同質感的物品，能接受
不同溫度的刺激且能有不同
的反應或表情，能以手握住
物品把玩一段時間，會揉搓
、拍打、擠捏物品。

味嗅覺應用味嗅覺應用味嗅覺應用味嗅覺應用：發展良好；得異
不偏食，可以接受中心所供應
的各式餐點；對於不同的味道
也會有不同的表情反應，聞到
不同味道時會有不同反應或表
情且能接受不同嗅覺刺激。

；可手扶
固定物維持高跪姿一段時間；

可盤腿坐一段時間，給予身
體前後左右的些許推力，可
維持坐姿不倒，坐姿的保護
性反應並未出現；需給予協

坐在小椅子上，需大人不斷提
醒身體挺直，可挺直身體約30

秒。
性反應並未出現；需給予協
助才能維持手撐地左右側坐
的姿勢，手撐地右側坐比左
側好；

能主動表示要尿尿或便
便偶爾因沒有表示而弄髒褲子，
尿尿時須大人予以肢體協助才能
站穩便便時在使用軟墊輔助下能

解完便後在詢問
在OO便
，但無

在大人肢體協助下

清潔與衛生清潔與衛生清潔與衛生清潔與衛生：會開關水龍頭
，有粗略的雙手互搓動作（
手指相碰和掌心相對但沒有
互碰到）；臉髒時給予OO一
面鏡子得異能用毛巾或衛生
紙照著鏡子擦拭臉部髒的地
方直到乾淨；能用牙刷刷牙
但刷不乾淨，漱口時會將水
吐出但偶爾會將水吞下，不
會含水漱口；能用梳子梳頭
髮的動作但只梳同一個部位
；流鼻涕時大人給予衛生紙
可配合擤出鼻涕，自己也會
主動要求要衛生紙擦鼻涕。

穿著穿著穿著穿著：OO能自己將有黏扣帶的
鞋子、AFO、襪子脫掉，尚無
法自己將鞋襪穿上；大人協助
穿脫套頭衣或外套時，得異能
配合將頭手自衣服穿上或脫下
，在穿襪時協助將襪子套上後
會自己拉上襪子；會打開書包
的拉鍊也會打開擺位椅上的釦
子和黏扣帶，大人幫他穿脫褲
子、解釦子時會拉扯褲頭想幫

忙。

腦性麻痹, 粗動作

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坐坐坐坐坐坐坐坐5050

－－－－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核心資料

家長期待家長期待：：獨立生活獨立生活

新入籍媽媽新入籍媽媽新入籍媽媽新入籍媽媽

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發展里程碑：：：：：：：：坐坐坐坐坐坐坐坐5050
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 : 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認知54, 54,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細動作細動作細動作細動作細動作細動作細動作細動作30, 30,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社會54, 54, 

粗動作IV級

5050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 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

核心資料－－－－

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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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2個月男童個月男童

5050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 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獨立行走((--))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語言40, 40, 粗動作粗動作粗動作粗動作粗動作粗動作粗動作粗動作20, 20,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54, 54, 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 3030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預後預後預後預後

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

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發展商數(DQ) & ICF 

CDIIT DQ 遲緩程度

認知 54 輕中度

語言 40 中度

粗大動作 20 重度粗大動作 20 重度

精細動作 30 重度

動作 35 重度

社會 54 輕中度

生活自理 30 重度

(DQ) & ICF 編碼編碼編碼編碼

遲緩程度 限定值

輕中度 d1._3

中度 d3._4

重度

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81

重度

重度

重度 d4._4

輕中度 d7._3

重度 d5._4

預後預後預後預後

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

功能性診斷功能性診斷功能性診斷功能性診斷
• 痙攣型四肢麻痺痙攣型四肢麻痺痙攣型四肢麻痺痙攣型四肢麻痺(G80.0, spastic quadriplegic cerebral palsy

• GMFCS level IV

• 全面性發展遲緩全面性發展遲緩全面性發展遲緩全面性發展遲緩輕至中度輕至中度輕至中度輕至中度 (DQ 20~ 54)

– d1._3, d3._4, d4._4, d5._4, d7._3
• 親職能力有待加強（e3.2）、需溝通與行走輔具

(e5.2)

有困難之有困難之有困難之有困難之ICF二位碼二位碼二位碼二位碼
•d130._3 (模仿模仿模仿模仿) 

•d310 ._3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接收接收接收接收─口頭口頭口頭口頭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d330 ._3 (說說說說) 

•d335 ._2 (非口語資訊表達非口語資訊表達非口語資訊表達非口語資訊表達)

功能性診斷功能性診斷功能性診斷功能性診斷
(G80.0, spastic quadriplegic cerebral palsy)

(DQ 20~ 54)

需溝通與行走輔具(e1.3) 、需早期介入

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檢查或測試

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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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後預後預後預後

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成效評量

•d415 ._3 (保持身體姿勢保持身體姿勢保持身體姿勢保持身體姿勢) 

•d450 ._4 (步行步行步行步行)

•d465 ._4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輔具輔具輔具輔具移移移移動動動動)

•d440 ._3 (精巧手的使用精巧手的使用精巧手的使用精巧手的使用)   

•d550 ._2 (吃吃吃吃)

•d560 ._3 (喝喝喝喝)

由兩位自閉症兒童之
剖面圖來清晰化其診斷
兒童 A

•b1142.3人物定向

•b120.2 一般認知功能•b120.2 一般認知功能

•d310.3溝通

•d510.2自我照護

•d710.3人際互動

•刻板動作

•重度智能不足

由兩位自閉症兒童之ICF-CY 編碼
剖面圖來清晰化其診斷

兒童B

•b1142.3人物定向

•b144.2記憶功能•b144.2記憶功能

•d1600.2注意人的觸摸、臉和
聲音

•d130.3模仿

•d330.3說話

•中度智能不足

• X染色體脆折症

(Mpofu E. Oakland T. 2010)



ICFICF--CYCY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
健康情形

身體功能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
如經由環境安排如經由環境安排如經由環境安排如經由環境安排，，，，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

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於臨床運用
健康情形

活動活動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96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機能損傷與活動能力不一定是上下階層關係，，，，環境亦是重要影響因素環境亦是重要影響因素環境亦是重要影響因素環境亦是重要影響因素，，，，
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促進游泳活動之參與，，，，兒童健康體適能也會增加兒童健康體適能也會增加兒童健康體適能也會增加兒童健康體適能也會增加

(Campbell, 2006)

原發性身體功
能與構造損傷 次發性損傷

共病性

影響動作功能與參與改變之決定因子多變項模式
麻痺兒童(MOVE & PLAY study)

適應行為

家庭生態 復健與相
關服務
復健與相
關服務

基本動作能力改變次發性損傷

影響動作功能與參與改變之決定因子多變項模式－腦性

生活自理與遊戲之參與

復健與相復健與相

(Bartlett, et al., 2010)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00--33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

健康情形

身體功能 (70%)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5%)(5%)

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歲嬰幼兒轉介早療原因於ICFICF--CYCY各成份比例各成份比例各成份比例各成份比例各成份比例各成份比例各成份比例各成份比例

健康情形 (41%)

活動活動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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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Simmeosson, et al., 2006)

e320 （朋友）, e420 , e420 （朋友的態度）

(中國時報 2010.09.30)

1 1,2 1,2

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
兒之療效兒之療效兒之療效兒之療效

Effects of A Collaborative Home

Program for Children with Motor Delays

謝伃鑫1、廖華芳1,2、鄭素芳1,2、

謝伃鑫、廖華芳、鄭素芳、曾美惠、
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兒之療效
育論文發表大會，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1台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2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中心
3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4台東縣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暨個案管理中心
5台東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3 4 5

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
兒之療效兒之療效兒之療效兒之療效

Effects of A Collaborative Home-Visiting 

Program for Children with Motor Delays

、曾美惠3、蔡美燕4、孫世嘉5

、蔡美燕、孫世嘉：合作性團隊模式
之家庭訪視介入對動作遲緩嬰幼兒之療效。第十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中國醫藥大學，2009年10月23-24。

台東縣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暨個案管理中心

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

社工
活動設計

者

合作組：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

主要誘發者

家長 / 嬰
幼兒

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兩組之家庭訪視介入

例行組：多專業團隊模式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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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 嬰
幼兒

專業治療師
或到宅輔導

員



早療家訪使用

徐小康

早療家訪使用ICF個案例子

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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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

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

診斷、發展遲緩嚴重度

身體功能與結構身體功能與結構身體功能與結構身體功能與結構

發展里程碑、反射、關節活動

度、肌力、肌張力、平衡、精

熟動機

皮巴迪動作量表第二版
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家庭背景、日常生活作息及活動, 失能-嬰幼

兒版家庭環境評量表、親職壓力指標、嬰兒

發展知識量表、動作發展-家庭環境之行動機

會訊息量表、原有早期介入服務的次數和內

容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模式相關之測試與評量

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

發展遲緩嚴重度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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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巴迪動作量表第二版、
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兒童生活功能評估量表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年齡、性別

（謝伃鑫、廖華芳等 2009）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ICF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

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

診斷：腦性麻痺
粗大動作功能分類階級
整體發展：

身體功能與結構身體功能與結構身體功能與結構身體功能與結構

上肢肌力：Fair (F)

上肢些微高張 (B)

手眼協調差 (B)

口腔動作功能差 (B)

認知功能：20~22個月 (F)

主要照顧者為祖母，發展知識不足 (B)

日常生活過多的協助，孩子缺乏練習經驗

疼愛孩子，有適當的正向情感 (F)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

腦性麻痺，雙邊痙孿型
粗大動作功能分類階級I

：輕度遲緩

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活動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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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缺乏練習經驗 (B)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矯正年齡：30個月，男
生

自己拿湯匙吃飯時，食物會灑出或溢出，祖
母經常直接餵食

（謝伃鑫、廖華芳等 2009）

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 本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合作式家庭訪視介入及使用

對偏遠地區動作遲緩嬰幼兒可行且有效

• 合作式家庭訪視介入相較於例行家庭訪視介入可提升嬰幼

兒之移動參與移動參與移動參與移動參與及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兒之移動參與移動參與移動參與移動參與及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

壓力壓力壓力壓力

• 未來研究需探討合作式家庭訪視介入之長期療效

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合作式團隊模式之家庭訪視介入療效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本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合作式家庭訪視介入及使用ICF分析

對偏遠地區動作遲緩嬰幼兒可行且有效

合作式家庭訪視介入相較於例行家庭訪視介入可提升嬰幼

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且降低主要照顧者之親職主要照顧者之親職主要照顧者之親職主要照顧者之親職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家庭環境品質，且降低主要照顧者之親職主要照顧者之親職主要照顧者之親職主要照顧者之親職

未來研究需探討合作式家庭訪視介入之長期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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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
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

廖華芳1,2、黃靄雯3、

鄭素芳2 鄭素芳2 

1台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所、4台北振興醫院復健科

廖華芳廖華芳廖華芳廖華芳、、、、黃靄雯黃靄雯黃靄雯黃靄雯、、、、潘懿玲潘懿玲潘懿玲潘懿玲、、、、黃湘茹黃湘茹黃湘茹黃湘茹、、、、盧璐盧璐盧璐盧璐。。。。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
效效效效。。。。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
23。。。。

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
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效

、潘懿玲2、黃湘茹4、
2 、盧璐22 、盧璐2

台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2台大醫院復健醫學部、3長
台北振興醫院復健科

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家庭變項之成
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第十一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論文發表大會，，，，高雄高雄高雄高雄：：：：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2010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22-

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
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

廖華芳1,2、潘懿玲2、黃靄雯3、

1台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長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所
、5台北振興醫院復健科

廖華芳、潘懿玲、黃靄雯、曾美惠、
動作發展遲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
六十一次學術論文研討會。2010年9

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家長增能課程於動作發展遲
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緩幼兒發展變項之成效

、曾美惠4 、黃湘茹5、盧璐2

台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2台大醫院復健醫學部、3

長庚大學醫學院早期療育研究所、4台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黃湘茹、盧璐：家長增能課程於
。台中: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第
9月25-26。



背景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
統-兒童與青少年版(ICF-CY)健康情形

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
已是歐美兒童早期介入之普遍模式已是歐美兒童早期介入之普遍模式已是歐美兒童早期介入之普遍模式已是歐美兒童早期介入之普遍模式(Bourke & Nielsen, 1995).,

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

(WHO. 2007)

身體功能與構造 活動

環境因素

背景

健康情形 兒童功能兒童功能兒童功能兒童功能

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家庭環境及親職能力對兒童早期發展有重大影響，，，，1960後後後後家長訓練課程家長訓練課程家長訓練課程家長訓練課程
(Bourke & Nielsen, 1995).,

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然而家長訓練課程對發展遲緩兒童之效果尚未定論

參與

個人因素

卡羅萊納課程卡羅萊納課程卡羅萊納課程卡羅萊納課程(CCITSN)(CCITSN)(CCITSN)(CCITSN)有中文版有中文版有中文版有中文版
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

(Del Giudice E. 2006)

有中文版有中文版有中文版有中文版
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義大利研究顯示以家長當主要早療者是可行且有效

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

步步步步
驟驟驟驟

評估孩子目評估孩子目評估孩子目評估孩子目
前的發展能前的發展能前的發展能前的發展能

力力力力

步步步步
驟驟驟驟驟驟驟驟

1111
驟驟驟驟
2222

選擇療育目選擇療育目選擇療育目選擇療育目
標標標標

v

v

v
v

v

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
(2010/04(2010/04(2010/04(2010/04

1j.1j.1j.1j.
正確的位置正確的位置正確的位置正確的位置

4444----IIII

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卡羅萊納課程訂定訓練計畫的程序

步步步步
驟驟驟驟

步步步步
驟驟驟驟

設計功能性設計功能性設計功能性設計功能性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每日進每日進每日進每日進

行活動行活動行活動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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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驟驟驟
3333

驟驟驟驟
4444

再評估再評估再評估再評估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
(2010/04(2010/04(2010/04(2010/04----06)06)06)06)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j.1j.1j.1j.將玩具收在將玩具收在將玩具收在將玩具收在
正確的位置正確的位置正確的位置正確的位置

06.0606.0606.0606.06
/ 60%/ 60%/ 60%/ 60%

IIII A n.A n.A n.A n.拿奶瓶拿奶瓶拿奶瓶拿奶瓶

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
• 在台灣都會區以卡蘿萊納課程為基礎之動
作發展遲緩幼兒(<2.5

可行，家長可扮演主動早療者之角色
須有適應性，須有臨床物理治療師協同須有適應性，須有臨床物理治療師協同

• 對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及其家庭有成效

• 其長期成效, 成本效益分析

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家長增能課程研究結論
在台灣都會區以卡蘿萊納課程為基礎之動

(<2.5歲)家長團體訓練課程
家長可扮演主動早療者之角色，但

須有臨床物理治療師協同須有臨床物理治療師協同

對動作發展遲緩幼兒及其家庭有成效

成本效益分析, 尚需研究

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
•未來預計鑑定評估小組的組成員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 OTOTOTOT或或或或PTPTPTPT或或或或

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鑑定流程暫定的原則
未來預計鑑定評估小組的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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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或或或STSTSTST 社工或心理或職社工或心理或職社工或心理或職社工或心理或職
評或特教人員評或特教人員評或特教人員評或特教人員

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

•未來預計評估小組的組成員
政,勞政, NGO) 

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需求評估流程暫定的原則

未來預計評估小組的組成員????? (衛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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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身心障礙類別與發展遲緩兒童類
別、特殊教育障礙類別之整合問題

• 衛福系統身心障礙類別8

類, 年齡≧ 0歲

• 發展遲緩兒童類別: 病因
? , 5 ?

特殊教育法

智能障礙智能障礙智能障礙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視覺障礙視覺障礙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聽覺障礙聽覺障礙聽覺障礙

學?類 , 發展領域5 ?類
年齡＜ 6歲

• 特殊教育系統身心障礙
類別12類, 年齡3-22歲

• 高風險家庭 e1, e3-4

語言障礙語言障礙語言障礙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肢體障礙肢體障礙肢體障礙

身體病弱身體病弱身體病弱身體病弱

情緒障礙情緒障礙情緒障礙情緒障礙

多重障礙多重障礙多重障礙多重障礙

學習障礙學習障礙學習障礙學習障礙

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

發展遲緩發展遲緩發展遲緩發展遲緩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衛福身心障礙類別與發展遲緩兒童類
特殊教育障礙類別之整合問題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ICF

智能障礙智能障礙智能障礙智能障礙 bs1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 bs1,d1, d8

視覺障礙視覺障礙視覺障礙視覺障礙 bs2感覺功能與構造感覺功能與構造感覺功能與構造感覺功能與構造 bs2, d1, d8

聽覺障礙聽覺障礙聽覺障礙聽覺障礙 bs2感覺功能與構造感覺功能與構造感覺功能與構造感覺功能與構造 b s2,d1, d8

語言障礙語言障礙語言障礙語言障礙 bs3言語功能與構造言語功能與構造言語功能與構造言語功能與構造 bs3, d3, d8

肢體障礙肢體障礙肢體障礙肢體障礙 bs7運動功能與構造運動功能與構造運動功能與構造運動功能與構造 bs7, d8

身體病弱身體病弱身體病弱身體病弱 bs4-6內臟功能與構造內臟功能與構造內臟功能與構造內臟功能與構造 bs4-5, d8

情緒障礙情緒障礙情緒障礙情緒障礙 bs1 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 b1, d8

多重障礙多重障礙多重障礙多重障礙 b+s b+s+d

學習障礙學習障礙學習障礙學習障礙 b1心智功能心智功能心智功能心智功能 b1, d2, d8

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 bs1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心智功能與構造 b1, s1, d3, d7, d8

發展遲緩發展遲緩發展遲緩發展遲緩 bs d1-d5, d7-d8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

總結

專業人員具有ICF

可增加服務網絡連結功能

並促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品質並促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品質

總結

ICF-CY知能，

可增加服務網絡連結功能！

並促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品質！並促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介入之執行品質！

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謝謝一起關心兒童與ICFICFICFICF----CY CY CY 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