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玩具也是醫療輔具的

電動車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長庚出版部 林淑惠︱撰稿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系 黃湘涵助理教授︱審閱

腦性麻痺病童的另一種治療選擇

在桃園長庚地下二樓寬敞的走道上，有位開著鮮豔玩具車的小孩興奮的探索前進，跟隨在旁

的職能治療師親切的提醒他：「叭叭叭！撞到牆壁要停車！」玩具音樂聲此起彼落，小孩坐在電

動玩具車上，表情隨周遭景物而變化，從好奇到驚喜！甚至發出尖叫驚呼聲！一趟一般人看來尋

常無奇的玩具車繞行，成了移動障礙孩子的探索初體驗的驚奇之旅。

原本看似尋常的玩具車，是如何成為治療移動障礙病童的玩具及輔具？長庚大學職能治療系

黃湘涵助理教授是此項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她說：「希望藉由行動輔具或改良式電動玩具車，來

改善及分析小兒認知動作發展，以及腦性麻痺患者上肢知覺動作與社交情緒發展。希望能有研究

成果，嘉惠更多有移動障礙的病童及家長。」

戶外也可進行

電動車治療法，

小朋友可一邊治療

一邊呼吸新鮮空氣及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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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玩具車不再只是玩具
將玩具車賦予新生命的創意，來自長庚

大學職能治療系助理教授黃湘涵老師，她說：

「目前重量 150 磅左右 ( 約 68 公斤 ) 的電動

輪椅，雖然可讓腦性麻痺、染色體異常、唐

氏症或外顯行動障礙小孩使用，但看在小朋

友眼裡仍是如同怪獸般笨重，而且觀感不佳

的輪椅造型，導致使用率不高。」

為了讓移動障礙的孩子及家長能有不一

樣的選擇，黃湘涵老師與長庚復健科陳嘉玲

醫師合作，針對三歲前無法發展出獨立功能

性移動能力的小孩，提供以個別化特製電動

玩具車來改善兒童社交及移動能力。

靈感來自賣場的玩具電動車
一年多前，黃湘涵老師於美國當博士後

研究員時，在她主管的指導下，開始與醫工

及電子機械系所合作研發客製化電動輪椅，

要幫移動障礙的病童打造一台多功能、輕材

質且方便移動的電動輪椅，而且是可針對學

齡前幼童 ( 主要是 3 歲前 ) 提供移動訓練的

輔具，希望能提供年齡較小、有行動困難的

孩子們，多一些主動探索環境、學習的經驗。

但光是一台電動輪椅就要長達一年的時間打

造，受限於無法量產，因此就在她們暑假去

玩具反斗城看到玩具電動車時，忽然靈機一

動，因為玩具電動車激發她們很大的創作靈

感，於是他們就以玩具車現有的結構來改造。

移動訓練不一定只侷限於「輔具」，它也可

以成為孩子們移動、探索、學習和與周遭人

們互動的大型玩具，這樣的一個媒介對於孩

子和家長而言，吸引度與接受度或許比單

純的電動輔具來得大，正因為它是一種「玩

具」，提供的是「多一種遊戲方式」的概念。

黃湘涵助理教授和所屬團隊的職能及物

理治療師將她主管的創意付諸實現，就像一

群騎夢的孩子攜手朝未知摸索前進，他們那

時最常做的事就是去美國 Home Depot( 類似

B&Q) 賣場看有哪些素材可使用，經過多方

嘗試與比較後發現 PVC 水管可成為很好的改

造素材，不但可鎖上螺絲充當安全帶，還可

隨著每個小朋友的身高體重來調整，並依據

小朋友當時的移動能力調整或增加車子的各

個零件。

他們如獲至寶，因為就現有的資源改造

事半功倍，黃湘涵助理教授說：「剛開始在

美國時，研究的治療場所是在個案家裡，治

療團隊會給家長一本簡易教育手冊，每週評

估一次，並提供示範和治療，我們希望家長

每天花 15-20 分鐘陪小朋友在車上玩，那時

的療程為三個月，成效不錯，家長配合度也

很高。實證研究的開頭就是探索階段，個案

研究中一位重度腦性麻庳的個案，參與治療

的結果也發表在 103 年 1 月初的小兒物理治

療期刊 (Pediatric Physical �erapy) 上。

實驗成功的要素：
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等黃湘涵助理教授回台後，發覺要在案

主家中治療並沒有想像中簡單，因為國情有

別，美國環境地大、空間夠；但在台灣要找

到合適的場地並不容易。

「我們收案前，會對案主的屋內外環境

做安全評估，這同時也是倫理試驗委員會很

在乎的事，要確保可安全實施此計劃。由於

身心障礙孩子可能不只從事一項治療，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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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與治療計畫的家長們，多從事全職家

庭主婦，可提供的陪伴時間也較彈性，但台

灣多半都是雙薪家庭，且許多家長是與公婆

同住，除了上班外又要照顧老小，能投注在

個案上的時間相對減少，因此這計劃若要在

台灣實施，就要改變型態，為了提升家長的

參與度，實施的地點就要改在平常小孩接受

治療的醫院。

然而林口長庚院區可使用的空間較小且

人來人往，易導致小朋友分心，我們需要找

環境空間夠大、來往行人較少，四周有商店

或餐廳讓小朋友有認知誘因或環境動機 ( 如

不同的光線、色彩、牆壁材質、物品、人物 )

去找尋的場地，後來發現桃園長庚可符合這

幾個條件，我們目前在走廊上以簡易屏風搭

出工作站，放置一些以音樂性刺激為主的玩

具，訓練小朋友有因果或空間概念，當接受

目標的刺激 ( 如想要的玩具或食物 ) 或互動指

令 ( 如找尋父母、兄弟姊妹 )，讓車可載他到

目地拿東西或與父母兄姊互動後回到目地。」

「由於目前收案條件較寬鬆，對於認知

並沒有嚴格的要求，對象多為參與動機高、

沒有獨立移動能力 ( 如爬、走 )、希望增加與

外界接觸機會，以加速動作及社交情緒聯結

的案主，以達成早期療癒中上肢及視覺移動

及情緒發展的訓練。其實此計劃沒有侷限只

能小朋友一人開車，若帶小朋友的兄弟姊妹

一同參與，相信團體式車隊效果會更好，因

為在有遊戲夥伴時，反而更能刺激他們的動

機與移動能力」黃湘涵老師說。

因每個小朋友狀況不一，怕職能治療師

有標準作業規範 (SOP) 就會僵化，因此目前

的治療計畫，參與的職能治療師有一致性的

大原則，每堂訓練課程會視小朋友的移動能

力及家長回饋再做細節調整。目前電動車在

桃園長庚有兩台，實驗室另有預備車輛，總

共至少有五台車。黃湘涵助理教授聘有電機

系背景的研究助理來協助改造電動車，她認

為這極富原創性的研究計畫雖辛苦但有趣。

另外，黃老師還提到在 2013 年時在美國舉辦

的一場 workshop，會議就在迪士尼樂園的會

議廳，治療師三、四個一組，現場還有家長

和小朋友，目的就是在教導治療師與家長們，

如何改造出個人專屬的玩具車，就在當下，

合作團隊 ( 治療師與家長們 ) 就替這些小朋

友量身改造了 7-8 台車。

磨很久才會被肯定，研究
「要耐得住寂寞」

後來他們將改造電動車的改造手冊公佈

在網路上，希望透過網頁推廣，有更多人能

因此訊息而受惠，有教授領養具移動障礙的

小朋友也參與 Go-Baby-Go project，「我 2012

年 8 月回到台灣，回國近三年，平均每個月

都會收到一位美國家長或治療師寫信來分享

孩子的狀況與能力，向我詢問相關的改造細

節，以及表達想參加這計畫的強烈意願，這

些家長是透過媒體或他們的治療師得知此計

畫，因我們有成員透過廣播、臉書、和國家

電視台推廣此計劃，也許因為國情有別，美

國人通常不吝惜表達對研究計劃的讚美與感

謝，這對研究者是莫大的鼓勵，相較之下，

國內民眾較內斂含蓄，研究者比較難得到回

饋與鼓勵。」黃湘涵老師提到這現象，不免

有些失落。

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計劃目前進程已累積

了二十個個案，希望未來能擴展到更大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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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進行下一輪的計劃，先前透過實證層級

比較低的個案研究幫助她發現治療過程中需

要修正的細節，目前台灣的治療經驗則有助

於過渡到大量團體的治療研究上，也可得知

對哪種症狀的小朋友幫助較大，對哪種症狀

的小朋友幫助不多，黃湘涵助理教授的研究

助理一週有三天跟林口長庚復健科陳嘉玲醫

師的門診，會在門診篩選個案。她收案的標

準具有較大的彈性，只要是一到三歲不會獨

立爬行走路、可久坐 20 分鐘、手有可往前伸

的動作的病童皆可參與，唯一排除在外的是

有視覺、聽覺障礙的病童。

創新的研究也期待更多病
童受惠

「希望大家能跳脫一般傳統思考，因

為就我之前的教育及經驗來說，比較希望能

從事創新且可行性高的臨床研究，而這原創

計畫尚有可發展的寬廣空間，雖然多半家長

針對病童會實施傳統復健治療或轉介，但此

療法提供制式傳統治療以外的另一個選擇機

會。因為美國的裝修人工很貴，通常美國家

庭自行組裝、自己動手做 (DIY) 的動機強且

風氣較盛，一般家裡都常備有許多工具，百

分之八、九十都可以接受 DIY 的方式，而台

灣 DIY 的風氣沒有美國這麼盛行，若家長沒

有時間或無法改裝電動車，我們的治療師團

隊可以幫家長改裝電動玩具車，若家長想學，

我們也可以提供教學，因此針對無法成為案

主的對象，我們仍提供電動玩具車改裝手冊

及改裝技術。」對於此研究計劃，黃湘涵老

師不遺餘力的投入，為的就是希望能有研究

成果，嘉惠更多有移動障礙的病童及家長。

人生就像未知的研究計劃，固守既有思

維與原有方式，永遠無法突破現狀，再創新

局。黃湘涵助理教授憑著滿腔研究熱情，投

入心力不斷嘗試，希望帶給病童寓治療於玩

樂中的治療新選擇。即使目前還未達到研究

成果的終點，但仍是一步一腳印的朝目標邁

進。☜

▲ 照片說明：電動車治療法可改善兒童社交及移動能力

黃湘涵
現職：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
系助理教授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
療學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職能
治療碩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復健
科學博士

經歷：
美國德拉瓦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之小兒職能治療師

專長範圍：
涵蓋小兒獨立移動性與社交行為、動作控制與
學習、知覺與上肢動作功能性之關聯、以及環
境和小兒動作形成、功能性表現間的深度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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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治療法
前後比一比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長庚出版部 林淑惠︱撰稿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系 黃湘涵助理教授︱口述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系黃湘涵助理教授是此項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她提到目前收案已達二十人，

初步的研究結果分析發現，使用改造式電動玩具車作為訓練媒介的障礙幼童，在功能性移動能力和

社交功能上，其進步的幅度皆比未接受改造式電動玩具車訓練的幼童來得大，其中有些孩子的認知

和語言也出現較多幅度的正向改變；參與電動車治療研究的所有孩子 (實驗組 )已完成治療訓練，
待控制組 (未作電動車治療 )小朋友結案，和實驗組對照後，目前初步研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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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2

case1

case3

原本一歲半的群群因腦部受損，有點頑性癲癇合併智能不足的自閉傾向，對玩具

只會拿起來搖一搖，但不會想要玩，對媽媽及周遭的人沒有太多反應，媽媽很擔心，

帶他至林口長庚醫院陳嘉玲醫師門診，陳醫師介紹她接受一個新療法，就是寓玩樂於

復健治療的電動車，經過 2 個月療程後，現在的她對玩具會主動拿起來把玩，與人有

較多互動，會撒嬌央求大人抱抱他。

黃湘涵助理教授印象深刻的說：「那是一個不到一歲 (10 個月 ) 的小朋友，他喜歡

聽磨擦塑膠袋的聲音，對於父母及其他照顧者的辨識度不夠，他無法認出誰是他的父母，

接受此計畫治療後，他慢慢喜歡上加速的刺激，坐在車上時的表情 , 會隨計劃進程而改

變，開始會笑，也會建立因果關係，當媽媽在前方叫他時，他會一直很高興的拍方向盤；

車子移動時，他會觀察周遭環境與來往行人，某地方有亮光時，會停下來盯著光源看，

在旁提醒他往前移動時，他就會按方向盤向前移動，到治療了兩個月的療程後期，發現

小朋友的情緒表達方式更多樣了！他開始會找尋照顧者，若坐車坐累了，會找媽媽撒嬌，

這樣的改變著實讓人興奮不已。」☜

快滿兩歲的霖霖為出生時腦部缺氧的中度腦麻病童，霖霖的認知能力很好，但爬、

走、翻身的肢體大動作不純熟，媽媽帶他去復健時，無意間從另一位媽媽那得知此療法，

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參與了電動車療程。當霖霖開心的駕駛電動車，握搖桿的同時也加

強了他手部抓握能力，動作越來越純熟。「職能治療師及老師很有耐心，一次又一次的

教導，一次兩個小時的療程分別是半小時的開車和半小時教具操作相互交錯進行，職能

治療師很細心的觀察病童的反應，會適時更換教具，以維繫孩子的專注力及新鮮感。9

週的療程，讓霖霖學會聽從指令：往前、往後、左右轉，看到他開心的接受治療，且越

來越不怕生，這樣的進步就讓人感到高興。」霖霖的媽媽頗感欣慰的說。

▲ 照片說明：車隊照片 ▲ 照片說明：病童與治療師的互動 ▲ 照片說明：國外治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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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電動玩具車：go, go, go！

電動玩具車：go, go, go！
復健科醫師看電動玩具車療法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陳嘉玲醫師

肢體障礙兒童常伴隨的問題
對於有肢體障礙的孩童而言，肢體障礙限

制了他們的活動，影響了生活品質。例如腦性

麻痺是一種兒童肢體障礙常見的疾病，這類兒

童的粗大及精細動作功能較差 1，以致影響活動

的能力，減少探索環境的機會 2-3，進而影響在

學校的活動表現及社會的參與 4-6。 

玩具及遊戲
遊戲對兒童的體能、社交、認知以及情

緒發展非常重要 7。遊戲使兒童處於低危險、

沒有壓力的環境中，自由地探索，練習將來

所需的能力 8。例如在假裝遊戲中，兒童使用

玩具餵娃娃吃飯來模擬真實生活的情形 9，對

於兒童的發展以及適應技巧相當重要 10-12。或

在遊戲中兒童也能進行實驗，從中學習因果

關係 13。此外，玩具對於兒童的環境參與也

非常重要 10,14。然而，肢體障礙的兒童與一般

兒童相比，他們較少用玩具玩遊戲 15，也較

少參與困難或複雜的玩具遊戲 16-17。因此肢體

障礙的兒童學習的機會較少，導致整體技能

電動玩具車計畫非常有意義，它提升了兒童參與的機會，對肢體障礙的小朋友是一種契機。

從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來分析，近年醫院除了改善兒童身體功能，對於兒童活動、參與能力以及生活

品質的改善更趨重視。而電動玩具車提供無障礙的環境，增加肢體障礙的兒童參與機會，進而改

善兒童的生活品質。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電動玩具車的介入及影響

身體構造及功能 活動 參與

個人因素環境
電動玩具車

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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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受影響 10。

輔助科技
輔助科技提供獨立移行的方式 18-22，可

以增加兒童的空間認知技能、手眼協調能力、

視知覺技能，並提供自然發聲機會、與他人

有意義的互動以及增進探索的動機等 19,20,23-

28。電動輪椅的使用對於孩童認知及社交的

發展都有顯著的效果 28，且即便年齡小於兩

歲的孩童也能適用 23-25,29-31。然而電動輪椅在

社區使用仍有限制 27,32,33，如大小、重量、價

錢、便利性、維修、客製化社交接受性等問

題 26,33,34。因此是否有其他的移動輔具可解決

以上的問題呢？

電動玩具車
電動玩具車不須客製化訂製，只要稍加

改造就可以符合家庭的需求 28。花費通常只

要 6,000 元台幣以下，比電動輪椅便宜許多。

而且電動玩具車相對於電動輪椅較輕，易於

搬運。此外，不同於其他移動輔具，電動玩

具車的玩具特性，使孩子可以享受遊戲式的

活動 28。使用電動玩具車可以誘發兒童探索

環境動機，使孩童熟悉環境，並促使兒童在

環境中實驗、調查及解決問題 7。研究顯示，

兒童對於自己探索的環境有較好的記憶 35。

透過環境探索經驗增加，孩童的活動表現、

參與以及生活品質將能獲得改善。但使用電

動玩具車需同時考慮兒童之認知、情緒及行

為等因素，因此最好有大人陪同，亦須注意

安全問題，以免操作不慎造成兒童之危險。

個案回饋
我轉介了一些個案參與此項治療。經治

療後，家長的回饋皆為正向。參與電動玩具

車的計劃，除了增加孩童手部操作功能，移

動、探索能力，亦使家長與孩童間的互動更

為親密。在治療前，一些個案動作功能方面，

如抓握能力不足、認知功能發展較慢、對於

外界的刺激僅有些微反應、較少主動探索；

並且在參與上，與媽媽或周遭的人互動動機

不高。經過治療之後，兒童抓握能力改善、

對環境探索的動機增加，像是會觀察周遭環

境及行人、主動拿玩具；在互動方面，孩童

開始會笑、愈來愈不怕生、與人有較多互動、

會向媽媽撒嬌，情緒表達方式也較為多樣化，

有許多家長甚至要求繼續參與此計劃。

結論
肢體障礙或腦性麻痺兒童若有機會參與

家中或社區的休閒活動，則能增進生活品質。
36-38 因此使用電動玩具車作為移動輔具，可以

改善兒童身體功能、增進活動以及參與的能

力，在活動中享受遊戲的樂趣，進而改善孩

子生活的品質。在安全的環境及注意兒童的

安全下，電動玩具車，go，go ，go ！☜

※ 參考資料請看電子版

陳嘉玲
現職：
長庚醫院復健科教授級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兒童復健科主任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教授暨所長

學歷：
陽明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獲獎經歷：
全國早期療育優秀從業人員棕櫚獎

專長領域：
兒童復健、早期療育、神經復健及創新治療

研究領域：
神經復健、早期療育、轉譯醫學和創新治療



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研究計畫時，打從

心裡就覺得這想法實在是太有趣了，也覺得

自己很幸運可以接下這份計畫，就此展開了

我與幾位電動車小車手的豐富之旅。

整座長庚桃園分院 B2 都是我的治療小

天地。推廣之初，雖然有前人打拼的基礎，

但仍然在收案過程中困難重重，一方面要面

對孩童家長們的疑惑以及焦慮，另一方面是

治療場地的限制。由於這項計劃是針對一歲

到三歲的行動障礙孩童，又加上在這階段的

孩童屬於好動與成長快速的過程，家長若發

覺自己的孩童與其他相同年齡孩童不一樣或

發展較慢，就會憂心如焚，接踵而來的就是

積極上網找資料，以及不斷的在一間間醫院

做相關檢查治療，疑惑與擔憂也就開始在家

長們身上蔓延。

當我在與家長們接觸時，始終都能感受

到家長們對於這項研究的半信半疑，他們擔

心這個新穎又沒耳聞過的改良式電動玩具車

是否真的會對自己的孩子有幫助？會不會不

小心讓孩子太過依賴這玩具車而漸漸使發展

侷限住了？這兩個問題是我常常被詢問到的

問題。一開始，因為太多相同的問題迎面上

來，我也漸漸地在心中產生疑問，而後，我

詢問了黃老師，層層抽絲剝繭的討論以及國

外相關研究期刊的研讀，讓我在與家長溝通

時，能夠使家長更了解這項研究的定位及意

義，以及給予家長模擬機會、練習如何與自

己的孩子相處。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以前的一個個案：小

京是一位發展遲緩的一歲女娃，對於外界刺

激僅有些微反應，粗大動作發展也比同齡孩

童緩慢，翻身還需要部分協助，她的媽媽常

常推著娃娃車來到診間為她做電療治療，小

京的身軀比相同年齡的孩子還要大一號，可

說是巨嬰，以媽媽嬌小的身形抱著她上治療

床，讓我最是印象深刻，在幾次與媽媽的交

談過程中，深深地體會到媽媽的無助，媽媽

曾告訴我說即使只是小京的一個回應，她也

會覺得高興……，在我告知小京的媽媽這項

計劃時，她詢問我真的會對小京有幫助嗎？

會不會對電動車產生依賴性？我仔細地與媽

我與幾位電動車小車手
的二三事
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科︱游雅柔職能治療師

由於本篇文章與另三篇文章皆為針對此一研究計劃相關的文章，

其他文章已針對此研究計劃之緣由成效詳細介紹，

本篇就不再贅序，本篇著重在職能治療師親身與病童及其家屬互動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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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講解研究計劃的內容時，也感受到一位母

親的期待與疑慮，最後，小京的媽媽迅速明

快的留下一句：「好！我們就來試看看﹗」

媽媽當時堅定看著我的神情，也在我腦海裡

烙下深深的印象。

除了參與意願外，第二個問題就是治療

場地的限制，有許多家長們聽完這項研究計

劃時，常常會問為何不能在林口長庚醫院治

療？由於林口長庚看診的民眾較多且場地運

用有限，對於孩子相對來說干擾物較多；反

觀桃園長庚分院 B2 長廊，燈光較為柔和，來

回走動的看診民眾較少且有較寬敞的場地，

較能與孩童家中空曠環境接近，在這樣的情

境下，孩童較能夠處於情緒不緊繃且放鬆的

狀態。但如果家長們因為交通因素，如從林

口長庚到桃園分院免費接駁交通車等候時間

不方便，這項計劃也準備好林口長庚到桃園

長庚分院的車馬費，給予家長們運用，也讓

孩童能夠順利地參與這項治療計劃。

在我接下這份計劃的期間，支持我持

續下去的動力來自於與家長與孩童之間的互

動，我發覺由於此計劃治療時間比起一般治

療的時間來的長，所以家長們能夠觀察治療

師如何與此類的孩童互動以及應該注意的部

分，有問題也可以隨時詢問治療師，在幾次

的治療後，家長會與我分享孩童在家中的狀

況與互動，我也漸漸看到家長與孩童之間的

互動更為親密。有些家長也會認真地觀察我

所準備給孩童的玩具以及遊戲規則，我還記

得有位爸爸還會錄影，他跟我說要錄影回去

跟媽媽討論，這樣就可以給孩子在家玩類似

這樣的遊戲。☜

游雅柔
現職：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研究助理
戴德森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 精神科職能治
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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