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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麗君．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以輔具資源中心場域體驗與實作來提升物理治療學系
學生對長照輔具與居家改造服務的認識與能力

教
育部為鼓勵大專院校教師精進教學與落

實教學創新，自2017年起推動「大學校

院教師教學研究支持系統方案」，透過「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的補助，協助教師解決教學現場所

面臨的問題並提升教學品質。爰此，筆者於109

學年在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的補助下（計畫編

號PMN1090351，題目：融入業界經驗以提升物

理治療學系學生對長照輔具專業服務認識與能

力：以輔具資源中心場域體驗與實作之見習課

程為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平台：

醫護學門績優計畫，2021），得以在「物理治

療見習課程」納入「輔具資源中心」場域，除

融合業師指導外，亦結合經驗學習與問題導向

學習法，讓學生透過實際在長照場域實作與個

案討論的過程，應用已習得的知識與技能，增

進學生對物理治療師在長照輔具服務角色的了

解。

計畫發想與問題意識

一、 長照場域物理治療師之角色與需求

遽增

我國即將於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由於人口

結構快速高齡化因而使得失能與失智人口遽增，

長照需求也同步快速增加。政府為因應此需求，

於2017年開始實施長照2.0，提供從居家、社區

到住宿式的多元連續性服務，並以建立社區式照

護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針對符合長照服務請

領資格且長照需要等級2以上的長照需要者，提

供「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

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喘息服

務」等四大項給付服務（簡稱「長照四包錢」）

（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2022）。為

增加身心障礙者與長照失能個案輔具服務的便利

性，政府於各縣市皆設有輔具資源中心（簡稱輔

具中心），以提供適當的輔具選用與居家環境改

造服務使個案生活自理能力提升，進而降低對他

人的依賴與負擔。輔具中心配置之專業人員有輔

具評估人員、社工人員及輔具維修技術人員。其

中甲類輔具評估人員需領有輔具評估人員訓練結

業證明書，並領有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考

試及格證書（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

管理辦法，2017），負責輔具諮詢、評估與輔

具使用及居家無障礙環境評估與建議。在這些

長照服務中，物理治療師尤其在「專業服務-居

家復能照護」與「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是重要與主要的服務提供者（衛生福

利部，2018；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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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照顧教學實務對物理治療學系學

生之重要性

物理治療學系既有的高齡長者與失能照護相關

課程較偏重醫院場域個案處置的知識與技能，對

於居家與社區場域相較上則比較不足；再者，在

見習與實習課程的場域規劃也是以醫療單位為

主，總體來說，本學系確實面臨「長照專業能力

取向」之理論與實務實習課程較不足的問題。許

宛琪助理教授在「專業能力取向課程規劃之考量

因素初探」的文章中建議，各大專校院在規劃學

生專業能力取向的課程應考量「課程實施宜強化

實際情境的學習與應用，連結理論與實務，縮小

學用落差」使學生能在情境化的課程培育過程

中，與未來就業職場能緊密鏈結，才能真正建立

及培育學生的專業能力（許宛琪，2018）。因此，

因應高齡社會的到來，規劃長照場域的實務課程

重要且迫切。

三、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要解決的教育現

場問題與目的

為提升學生對長照場域的認識，在本學系三年

級之物理治療見習課程導入「輔具資源中心」場

域，讓學生在長照場域中實際體驗並結合問題導

向式的學習來增加對長照場域的熟悉度，以期縮

短畢業後進入長照場域的學用落差。本計畫目的

如下：(1)讓學生更熟悉長期照護個案在社區或

居家所面臨的問題；(2)透過與業師互動及觀察，

使學生更了解物理治療師在輔具資源中心的角

色、工作範圍與項目；(3)從場域所見的個案問

題，透過與業師、學校老師及同學一起發想並設

計問題解決方案。

課程設計的理念：導入以學生學習為中

心的教學法

不管是醫療照護或長照照護，物理治療學系的

學生非常需要實務的經驗來讓學生實際體驗並確

認自己是否能學以致用。因此，情境化學習與問

題導向學習就是重要的教學途徑與方法。美國麻

州大學教師發展中心史美瑤博士指出21世紀的

教學應強調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習法（史美

瑤，2012）。情境學習、體驗學習及問題解決

導向學習法都是非常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學習方法，有鑑於此，本計畫即是採用「體

驗學習（experien�al learning）、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及團隊導向學習

（team-based learning, TBL）」這三種「以增進

知識與技能之應用能力為目標」的教學法來建構

整個課程。茲將三種教學法簡述如下：

一、 「經驗／體驗學習法或經驗學習圈」

教學活動的重要性與設計原則

美國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20世

紀初主張「做中學」的學習策略，強調應該透

過操作或實際執行（doing）過程來獲取經驗以

協助學習者獲得知識與技能，並建立解決問題

的能力（Dewey, 1986）。美國心理學家大衛柯

爾布（David Kolb）繼而整合杜威的做中學與其

他學者理論（例如：皮亞傑的認知發展學習理

論），在1984年發展出四階段經驗學習圈：體驗

階段、反思內省階段、歸納階段與應用階段，是

體驗式教學法被廣泛使用的學習理論之一（Kolb, 

1984）。Dornan等人也強調應該設計「以經驗

為基礎」的教育來訓練學生臨床處理病患的能力

（Dornan et al., 2019）。另外，還要注意的是如

果教學活動只提供體驗而沒有解決問題與反思回

饋，尚不能稱為完整的體驗學習課程（楊國樑，

2005）。

二、問題導向學習法

PBL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旨在培養主動學習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此能力是物理治療師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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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概念架構

三、團隊導向學習之特色與操作法

TBL雖是一種大班教學但需將學生分成多組，

在不隨意更動小組成員下，以小組為基礎的問題

導向教學模式。學生在課前需先預習教材，並在

正式上課時一起完成小組任務後，在最後的應用

活動形成解決策略的共識進行報告。當最後的

「應用活動」是較複雜的真實案例時，便會越像

是PBL（劉克明，2012；Parmelee, 2011）。

基於前述，筆者有幸申請到教育部109學年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的補助並榮獲績優計畫，計畫總

構念統整如圖一。

研究動機 文獻探討

教學現場
尚待解決的問題

長照2.0場域亟需物理治療師
提供適當輔具選用與居家環
境改造服務，以提升長照個

案的生活自理能力

學生對於長照2.0新興場域的物
理治療師角色陌生不清楚

目前長照見實習場域課程不
足，可預見學生的長照個案

問題處置之學用落差

支持解決前述問題
最佳策略之理論基礎

情境
讓學生接觸真實情境與個案

知識應用
體驗與做中學（行動學習）

學習法
以問題導向之教學與學習模式，
並以知識應用為主的成效評量

在人力與物力不足的情況下，
相關文獻建議先以單一課程數
個教案之小規模方式開始實施

研究方法

研究場域
輔具資源中心與居家訪視

對象
已具備基本知識與技
能的學生（三年級）

資料蒐集與分析
問卷、多元評估量表、

學生心得與自評表

總結性評量
OSCE測驗

預期完成成果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建立學生在長照場域之
職能以縮少學用落差

作為教師發展新
課程（長照物理治

療實務課程）的參考

圖二 輔具資源中心見習課程教學活動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問題導向學習」

教學模式

實作導向評量四階段經驗學習圈

1.體驗階段

親身經歷的具體經驗

2.反思內省階段

觀察反思並連結對參
與者的意義與重要性

4.應用階段

將歸納結論運用於新
情境來解決問題

3.歸納階段

類化歸納、形成
抽象概念

真實
個案PBL

◆專家演講
◆TBL
◆PBL教案
　小組分享

OSCE
測驗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學系的物理治療見習課程是在三年級，包

含上學期與下學期，共有7個見習單位或場域

（站），學生分7小組，每個小組輪流到各站見

習。筆者是負責「輔具資源中心」站，本計畫以

全學年來規劃，課程設計包括三個階段，如圖

二。

一、第一階段（場域體驗）

每一組（5至6位學生）輪流至輔具資源中心站，

為期4週，每週3小時，7組全跑完此站，此階段

共計28週（會跨到下學期）。

臨床實務時必備

的能力。同時，

PBL也重視小組成

員在合作過程中透

過分享、溝通與協

調互相協作，除

強調以解決問題

為目標，同時也

建立小組團隊合作

的技能（蔡哲嘉，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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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活動內容

在此階段的每一組之4週課程規劃如下：(1)輔具

中心站見習開始之前，先由教師（筆者）先在校內

做自學資料重點導讀與行前說明，自學資料（包含

長照2.0服務，尤其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善服務等）上傳在學習平台可隨時自學，並在見

習第一週當天一早完成線上自學測驗；(2)第一週

與第二週是學生體驗行動輔具使用與維修；(3)第

三週是隨輔具中心治療師（業師）至長照居家個案；

(4)第四週是與學系教師在校內針對小組所訪視的

居家個案進行討論（以PBL方式進行），並先提供

「長照2.0相關政策與專業服務手冊、復能觀念與

復能指引」等資料供學生PBL討論之參考資料。

（二）學習成果（含評估）

第一週至第三週的體驗學生需將體驗內容、觀

察、反思等記錄於學習單；第四週PBL，筆者是

以多元評量尺規進行每位學生的評分。

二、第二階段（發展解決策略）

此階段之規劃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再次收斂對長

照之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的認

識、規劃居家個案輔具選擇與指導使用等應用於

實際個案的能力。整個階段著重小組協作一起解

決問題，並培養學生資料整理與表達的能力。此

階段7組皆已經完成輔具中心站的體驗，全班學

生回到學校教室進行。

（一）教學活動內容

1. TBL教案分組討論

先給課前預讀資料，例如：提供紙本書籍「楊

忠一著：物理治療師教你-行動輔具怎麼選怎麼

用，2019年」作為TBL之先備預讀教材，課堂中

再進行個人測驗、團體測驗；另外也使用一個居

家長照個案作為應用活動的討論。

2. PBL居家個案之成果發表

安排一次成果發表並邀請輔具中心主任擔任輔

導與評審老師，各組將第一階段的居家個案之

PBL成果進行海報與口頭發表。

（二）學習成果（含評估）

TBL的個人與小組成績、PBL成果發表（含各組

一頁式海報與競賽成績，取前三名）。

三、第三階段（應用能力檢核）

以客觀的臨床能力試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來進行本課程之總結

性評量，於學期最後一週進行考試。OSCE是一

種以真實個案作為擬真情境，既是一種考試也是

一種教學，透過標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 

SP，即模擬病人）訓練會讓標準病人飾演教案中

的那個真實案例，同時考官也需要透過訓練會達

成評分重點的共識，這是一種客觀地評量學生臨

床實務能力的方法。

（一）OSCE教案與評量

由筆者撰寫「居家失能患者行動輔具選用諮詢

與居家運動衛教」OSCE教案，並規劃測驗藍圖，

針對「病史詢問技巧、確認個案需求、行動輔具

建議與衛教、輔具使用指導」等設計10個項目，

每個項目有3個評分等級：未做到（0分）、部分做

到（5分）、完全做到（10分），共100分；另外考

官會給每位學生一個整體表現評分（1-5分）。

（二）OSCE試前準備

進行考官訓練會以形成評分共識；舉行標準病

人訓練會指導SP飾演教案中的個案。

四、總結上述三個階段的成效評估作法

由於本教學實踐計畫的目的是讓學生透過體驗

與隨行輔具中心業師來增進對長照2.0政策下物

理治療師的角色認知，以及提升學生將專業知識

與技能應用於長照個案的能力。因此，第一階段

的體驗以學習單的回饋與學生現場體驗的照片；

第二階段則主要是以各小組的居家個案之PBL解

決方案發表；第三階段則以OSCE的成績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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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饋等來呈現本計畫之教學成果，茲將上述成

果分述於接下來的「教學成果」處。

教學成果

一、學生體驗活動紀事

學生在第一週的體驗學習活動，包括各款式輪

椅操作以及附加功能配件的調整；第二週是到維

修中心體驗輪椅維修（包含：煞車調整、腳踏板

位置調整、小輪卡頭髮的維修等）、四腳柺與助

行器的維修等；第三週則是筆者與學生隨行業師

至個案家中進行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的評估與建

議（包含浴室扶手裝設位置、浴室防滑措施、斜

坡板設置、洗臉台設施等），活動當天我們到個

案家，由於個案表示新的輪椅買來後都沒用過，

也不知如何調整，恰好這一組學生在前一週剛體

驗過維修實作，這週立即就「現學現賣」，主動

表示要幫個案調整腳踏板位置（需符合個案的小

腿長度），因為不捨再讓個案多次上下輪椅，學

生居然二話不說就地躺下為個案調整腳踏板至適

當的高度，是令筆者相當感動的一幕。

在學生的學習單看到的主要反思與回饋有：

「自己坐在輪椅上實際操作以及調整才知道問題

發生在哪裡」、「體驗各種輔具很有趣」、「三

週課程都不一樣，很多元」、「可以動手維修輔

▲�學生在輔具中心業師（著藍色衣服）指導下體驗輔具操作與維修：①輔具中心業師指導輪椅調整、②體驗輪

椅使用者之無障礙環境友善度、③輔具中心業師指導學生檢修鬆掉的輪椅腳踏板、④學生協助居訪個案調整

輪椅踏板。（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平台、高醫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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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很有趣」、「我的感想是身為一位物理治療

師，不僅應該對輔具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也應

該要對各種輔具有所體驗，才能更了解使用者的

感受」、「實作真的可以促進知識的記憶，且更

理解輔具使用方法及選擇適當輔具」等。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筆者與業師我們後來心血

來潮：讓學生除「學以致用」外並發揮助人精神，

興起到醫院或社區「輪椅與助行器義診」。幾番

考慮後開始「找人找經費」。最後在學校深耕計

畫的經費補助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簡稱高醫附醫）願意提供場地下，額外（非此計

畫原本的規劃）辦了一場「以人為本之創新服務：

行動輔具保養檢修與行動輔具使用衛教活動」。

活動當日整個早上的「輔具義診」學生共修了十

幾台輪椅，以及提供數十位民眾有關行動輔具與

移位帶選用的諮詢與衛教服務，圓滿達成。

二  、 居家個案之居家環境改造與復能介入

解決方案的PBL成果發表

各組在第一階段居家訪視的個案與PBL後的解

決方案再經一次總收斂，並再加上復能介入計畫

需以口頭報告並設計一頁式海報作為成果發表，

邀請到輔具中心主任擔任評審，在過程中各組同

學給回饋與討論。

三、 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評量學生表現與

回饋

原本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評量（OSCE考試）

▲

▲�

「以人為本之創新服

務：行動輔具保養檢修

與行動輔具使用衛教

活動」：①活動海報、

②輪椅維修區：學生檢

修民眾輪椅、③高醫附

醫大廳區當日活動會場

鳥瞰圖、④活動結束後

輔具中心業師、高醫大

物理治療學系師生大合

照。（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成果交流平台、高醫

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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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訂在109學年下學期最後一週（6月底），卻因

2021年5月新冠疫情再起，學校公告停止實體授

課，打亂了筆者原訂在本校臨床技能中心進行的

計畫。由於不想就此放棄，又因可預見「遠距物

理治療服務」是未來的趨勢，因此興起「視訊考

試」的想法。最後也真的實現了這個「不可能的

任務」，順利地完成考試，以Google Meet視訊

（雲端考場）進行相當成功（圖三），共41位學

生，平均分數73.8分（範圍50-95分）。

學生對OSCE考試滿意度問卷（1-5分）結果，

滿意度平均在4.5以上的項目如下：(1)採用標準

化病人來考試更增進社區物理治療之真實感（平

均4.54分）；(2)我的標準病人的角色扮演很真實

（平均4.61分）；(3)我覺得這樣的考試可提升臨

床學習上的經驗（平均4.61分）；(4)我認為OSCE

能幫助我瞭解自己的專業能力（平均4.63分）；(5)

我覺得這樣的考試可提升臨床學習上的能力（平

均4.66分）；(6)我認為OSCE能幫助我瞭解在處理

臨床情境下的態度與反應（平均4.68分）。

教學反思與建議

這次的教學實踐研究，為筆者帶來許多新嘗試

的機會與收穫：(1)隨行輔具中心物理治療師至

長照居家失能個案服務：因此增進筆者長照場域

的實務經驗，讓自己更有能力傳授長照2.0相關

知識與技能給學生；(2)舉辦學生分組的居家個

案解決方案的成果發表，並請輔具中心主任擔任

評審：這個新嘗試讓筆者發現一個優點，筆者從

原本「評分者」轉而成為協助學生完成方案的夥

伴，似乎消弭了緊張的師生關係；(3)跟學生一

起籌劃並完成「行動輔具保養檢修與行動輔具使

用衛教活動」創新服務：看著學生將所學應用出

▲�居家個案之居家環境改造與復能介入解決方案的PBL成果發表：①線上成果發表與頒獎、②兩組別計畫海報、

③報告實況。（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平台、高醫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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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且成功地解決民眾的問題，真的很棒、很感

動。

另外，筆者也觀察到學生的變化（僅個人觀察

而非量性評估結果）：在這個全學年的輔具資源

中心的教學活動中，由於多次的小組任務協作，

筆者發現下學期第二階段的TBL應用活動報告的

準備效率明顯進步，也發現很多學生在口語表

圖三 以視訊方式進行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評量（OSCE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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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有顯著的進步。因此，建議若課程想要規劃

分組活動來提升學生學習「如何與人合作」，

也許規劃同一組成員有較長時期且多次方案的

合作是個可嘗試的方式。再者，為因應偏鄉人

力資源缺乏以及不排除疫情可能會再起，發展

「遠距物理治療」也是學生未來需要具備的能

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