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承諾

我們 以專業、盡責、以人為本的態度，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高效服務。

專業治療部
Professional Training Division

(PTD)



We cannot save one’s 

life BUT we save the 

quality of life

專業治療部
Professional Training Division

(PTD)



JESSICA

• 口肌訓練
• 胸肺治療
• 上肢承力訓練
• 平衡訓練
• 職安先鋒

KEN

• 復康器材維修
• 胸活量訓練
• 步行、站立架
• 下肢水腫訓練
• 五常法管理

專業分工
物理治療服務
中心安全主任 WILLIAM



CARRIE

• 特製衣服的設計
及手、腳托維修

• 小手肌訓練
• 口肌訓練
• 感官訓練
• 物資管理

LEO
• 輪椅維修
• 側身墊肢體訓練
• 復康器材維修
• 認知訓練
• 感染控制

專業分工
職業治療服務

ALAN



物理治療 –
甚麼是物理治療

用物理性方法達致康復及治療目的。

•在嚴重殘疾院舍的具體實踐

•維持/改善服務使用者活動能力及姿勢

•減少服務使用者入醫院率及次數

•改善服務使用者生活質素

•善用及尋找社會資源以持續優化服務



物理治療

在嚴重殘疾院舍的具體實踐

•維持/改善服務使用者

活動能力及姿勢



肌能訓練
• 令肢體發揮出最大的活動功能



2013年11月引進
Theratogs治療衣

• 提高肢體平衡協調能力

• 加強步行能力

• 改善姿勢



物理治療

在嚴重殘疾院舍的具體實踐

•減少服務使用者

入醫院率及次數



胸肺復康
• 強健心肺功能

• 排除積痰

電療

• 改善血液循環

• 防止損傷後軟組織黏連

• 消炎及加快修復受影響的組織
• 消炎止痛

• 舒緩痛症



手法治療 • 舒整關節

• 改善軟組織痛症



水療• 促進血液循環

• 改善水腫問題

• 舒緩關節炎



因時制宜 - Vibration Therapy 震動治療

• 利用震動，誘發肌肉收縮
並給予骨骼重複性的刺激

• 改善肌力、增進骨質密度

• 具臨床實證效果



物理治療

在嚴重殘疾院舍的具體實踐

•改善服務使用者

生活質素



物理治療

在嚴重殘疾院舍的具體實踐

From “IMPOSSIBLE” to 

“I-aM-POSSIBLE”



友共情台北之旅 2017

職員義工: 時間及金錢 + 

社會資源



匡智粉嶺 細運會
展現才能



水療發展新動向
(Hydrotherapy 2018)

帶領服務使用者跳出
水療池

Impossible is 

NOTHING! 



物理治療 - 在嚴重殘疾院舍的具體實踐

•S.K. Yee Medical Foundation 2016 Application

•Project Title 

“Dignity living without chronic pain and pressure sore free”

•Amount Of Donation granted: $ 253,250

善用及尋找社會資源以持續優化服務



職業治療

在嚴重殘疾人事院舍 / 綜合服務部
的具體實踐

• 職業治療透過活動分析、整合，配合相關的技巧，協助重建

服務使用者因肌能、精神、情緒或認知上的限制，而造

成功能上的缺失。在日常生活、工作及消閒三方面，改善獨立

能力，提升 生活質素。`



手部肌能訓練

• 提高觸感，加強手部
靈活度，手眼協調

• 能運用日常生活功具
如：碗筷、匙



口部肌肉訓練 Beckman
• 提升口肌張力、協調

• 改善合唇及舌頭能力

食得是福

特製的餐具



Vitalstim
維生電刺激吞嚥治療儀

• 改善吞嚥能力

• 提高口部肌力



認知訓練

- 加強短暫記憶

- 維持對事物的認知及適
應性的反應



認知訓練

配合服務使用者的認知訓練

預防腦退化症



感官刺激
訓練

–舒緩情緒

–加強專注力



設計製作、引進輔助及訓練器材

–具功能性的實用設計

–配合美觀的外型



設計製作、引進輔助及訓練器材



設計製作、引進輔助及訓練器材
(OT & PT)



自閉症人仕的服務

如優化生活流程

個別化的結構化教學法

TEACCH

配合整個訓練團隊以正向

支援形式協助服務使用者



感統訓練



職業治療師2012-17持續進修
Bowen Therapy 保雲療法
完成澳洲 ISBT高級課程ACI

• 針對全身筋膜(Fascia)引發的痛症、張力、協調問題

• 以輕柔的手法，適合體弱的服務使用者，達致高效、
治本手段

50%嚴重殘疾人仕院舍
服務使用者曾

受惠得益



持續拓展新的資源，回應服務者的需要

• 2015 QEFMH (For DAC) HK$195,500.00
《Sensory Infinity Program》

• 2013 QEFMH HK$$44,646.00

《感官花園優化計劃》

• 2013 Charity Trust of Van Zuidan HK$25,575.00
《 Positioning Well in Professional Way 》

• 2012 YS Kee Medical Foundation HK$56,049.00
《抗變形行動》

• 2017-18 QEFMH HK$300,980.00

《空中感官花園》



We cannot save one’s life BUT we save the quality of life

專業治療部
Professional Training Division (PTD)

由2016年開始使用匡智復康中心到今天，需

要感謝的是物理治療部及職業治療部兩大的專
業部門，治療師會定時為我們的身體情況作評
估，針對我們服務使用者的身體需要，作出合
適的治療，提升及改善我們的身體機能及減低
退化的情況。

而治療助理同事，也非常用心和努力根據治
療師的要求為我們進行各項治療，確保我們
的安全和需要，會貼身處地協助我們進行每
一項治療運動。在此也感謝他們。



We cannot save one’s life BUT we save the quality of life

專業治療部 Professional Training Division (PTD)
如茵在匡智

如茵天生有很多方面的不健全………，我們在匡智粉嶺綜合康復中心所有接觸過的員工給我
們的感覺是, 所有照顧她的人，都很細心，愛護如茵。

在如茵獲得的所有幫助中，我們特別要感激的，當然是物理治療師William 特別專業和悉心
的照顧了。第一次William 與家長的會面，他便仔細地為我們分析如茵整體肌肉骨骼關節的狀
況，清楚解釋他為如茵設計的訓練活動的目的和做法，也很耐心地指導如茵的照顧者。幾年
下來，我們慢慢看到如菌走路腳步較穏，小腿較前有力，也站得比較直，這些都是William 每
一節為如菌做的物理治療，一點一滴地累積下來的。其間有多次如茵因為癲癇症發作入醫院
，長期臥牀後引起很多後遺症，回到家裡我們都朿手無策，而每一次都是William 為我分析

如菌的狀況，然後告訴我們他的治療方案，讓我們重拾信心，她有機會又從頭開始康復過來
。

我們明白中心的專業員工們每天的付出，是基於一種對生命的尊重。無論學員是處於怎樣的
狀態，他們的工作只有一個方向，就是盡可能帶給學員一個有質素的生活。這種專業上的堅
持，令我們肅然起敬。

如茵看起來好像很不幸，但她只要不生病，她還是能愉快地享受每一天她可以活動的日子。
而如果這麼多年來沒有匡智中心提供給她這麼多輔助，特別是物理治療師William的照顧，她
是沒有可能有這些基本的活動能力的。我們除了感謝，可能也只能，感謝。



鄧世璋 WILLIAM

一級物理治療師

內線:   419

趙偉麟 ALAN 

一級職業治療師

內線:  311

永保敏銳治療觸覺，
與 服務使用者並進！

A simple act of 

care creates  

endless ripp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