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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老年人口逐漸增加，照護需求也正向成長，而老人照顧問題不

僅僅是需要醫療服務，最重要的是還包括後續一系列的相關照護，現今政府推行「十年

長期照護計畫」，治療師不論是配合政府政策或是想要增加收入，就會進行居家復健服

務，但願意投入職場的人力卻大為不足，更不用說就業數年後因職業傷害或薪資、福利

與工作條件而選擇離開者。為彌補居家治療師人力不足，本研究蒐集大醫院復健科或一

般復健診所公開的常見疾病之復健項目，並分析其流程與做法，進而篩選出不需醫療設

備或只需簡易取得輔助器具，且適合在家進行復健的項目。本系統為病患提供一個方便

在家復健的平台，而治療師只需遠端管理監督和空中指派療程，讓更多病患得到照護需

求，提升復健成效，早日康復。 

 

 

 

關鍵詞：復健、居家復健、復健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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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s in health technology, Care demand is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according to the ageing population. The problem of elderly care is not only the 

need for medical servic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follow-up to a series 

of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In 2017,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s the "Ten-Year 

Long-Term Care Program". The therapists provide home care services whether they 

coordinate with government policy, or want to increase their revenue, but people 

willing to enter the workplace is greatly inadequate, let alone the therapists 

who employment for several years choose to leave due to occupational injuries 

or salaries, benefits.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above questions,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and analyzes open data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 for common disease 

from large hospitals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or general rehabilitation 

clinics, and then we filter out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which doesn’t need 

any medical equipment or need some simple auxiliary equipment, and it is suitable 

to do at home. This APP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patients to be comfortable to 

do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t h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rapists only need 

to remote management and airborne appoint rehabilitation program to patients 

and improve effectiveness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 

 

Keywords：Rehabilitation、home rehabilitation、rehabilitatio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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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 

(一)人口高齡化的趨勢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老年人口逐漸增加，根據內政部 104 年統計資料顯示，台

灣平均壽命為 80.20 歲，截至 106 年 4 月止，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

高達 13.44%，由此可以得知照護需求增加。 

(二)失能率與長照需求的增加 

照護需求隨著老人人口增加成正向成長，而老人照護問題不僅僅需要醫療服

務，最重要的是還包括後續一系列的相關照護。根據 104 年國民長期照護需求調查

的結果顯示（如表一），在各年齡層的失能率來看，75-84 歲失能率是 65-74 歲的

2倍；推估未來幾年台灣 5歲以上的失能人數在 119 年將達到 1174071 人，可見未

來台灣長期照護的需求將大量增加。 

表一 長期照護需求調查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2013）。 

(三)長期照護人力短缺 

郭外天在「失能安全照護全書」提到，即便專業學校每年培訓出來的專業護理

科系人數高達 1.6 萬人，通過國家考試合格護理人員每年也有 6400 人，但願意投

入職場的人力卻僅有其中 3800 人，初始就業率就已偏低，更不用說就業數年後因

為職業傷害或薪資、福利與工作條件而選擇離職者，因此執業率低、留任率低、折

損率高，是國內專業照護人手長期缺乏的關鍵所在。 

二、研究動機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老年人口逐漸增加，照護需求也正向成長，而老人照顧問

題不僅僅是需要醫療服務，最重要的還包括後續一系列的相關照護。現今政府推行

「十年長期照護計畫」，治療師不論是配合政府政策或是想要增加收入，就會進入

居家復健服務行列。 

很多人以為，只要每天到復健科報到，痠痛就會消除，動作就會進步，其實如

果沒有加上勤奮的居家運動，效果都會大打折扣。另外，當復健師在說明『回家該

民

國

年 

5 歲以上

失能   

總人數 

各年齡層失能人數（失能率%） 

5-14 歲 

(0.59%) 

15-29 歲

(0.97%) 

30-49 歲 

(1.26%) 

50-64 歲 

(2.22%) 

65-74 歲 

(7.29%) 

75-84 歲 

(20.44%) 

85 歲以上

(48.59%) 

104 754800 12745 45802 95256 113692 119538 194939 172827 

109 863566 11198 41603 92247 117623 170109 213536 217249 

119 1174071 10102 29615 84594 118426 232066 385742 31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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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運動』時，許多病患也許心不在焉沒有仔細的聆聽，也許因為病痛無法專注

記誦，甚至因醫學知識不足無法記牢醫囑，在返家後，無法落實居家復健的療程，

而許多治療都需要配合每日多次的重複運動效果才顯著，光靠一週間斷的復健，效

果非常有限。 

三、研究目的 

為了協助不便前往醫院復健的使用者，在家也能輕鬆做復健，同時能自行檢視

比對動作是否正確及長期來看是否進步，本研究希望透過建置空中復健系統彌補居

家復健師人力不足，提升使用者的復健成效。復健過程最需要的就是鼓勵，由於復

健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病患除了要忍耐疾病帶來的不適，又會因為肌肉無力僵硬

導致動作失敗而沮喪，並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過程單調又乏味，如果身邊又沒有

家人的陪伴與支持，將很難堅持下去，本研究設計開發貼心伴侶小 i ，提供主動

且貼心的關懷陪伴，於復健過程中適時給予鼓勵，幫助病患撐過枯燥乏味的復健歷

程，也讓病患不會覺得只是一個人孤單的復健。另外透過觀看復健歷程記錄，病患

也可以得知自己的復健成效，藉此達到鼓勵自己繼續加油堅持的目的。 

貳、 文獻探討 

一、使用 Kinect 技術輔助復健 

本研究探討侯曉婷「運用 Kinect 技術輔助冰凍肩患者復健之研究」，以及蘇

建焜「使用 Kinect 感應器偵測人體與手部姿勢以輔助復健和運動訓練之研究」可

以發現，使用體感 Kinect 是目前輔助復健中較常使用的感應裝置，但從論文中發

現 Kinect 感測器內建 20 個身體部位感應點，復健者必須距離 Kinect 0.8~4 公尺

之間，在畫面中至少顯示半個身體以上，才能擷取完整的骨架；另外在比對部分則

必須要輸入精確動作點並存入資料庫才可以進行動作比對。因此 Kinect 為輔具的

復健項目大多局限於大動作肢體復健。 

二、腦中風 

在失能人口的比例中，腦中風病患佔有極顯著比例，隨著老年人口增加，腦中

風比例更急速增高，故本研究探討腦中風相關文獻。 

腦中風是由中醫學術語而來，認為這是外感風邪侵犯人體之後所造成的病證。

而西方又稱為腦血管事件（cerebrovascular event，簡稱 CVE）、腦血管意外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簡稱 CVA）、腦血管病變（cerebrovascular 

incident，CVI）、或腦病突發（brain attack），是指腦部缺血造成的腦細胞死

亡。常見的中風症狀包括行走困難、身体半邊癱瘓或麻痺、口齒不清楚、視覺出問

題、劇烈頭痛、頸部僵硬，臉部疼痛等等。 

中風前兆是它的症狀會在24小時內消失，臨床上稱為暫時性腦缺血（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簡稱 TIA），俗稱小中風（mini stroke），動脈供應腦部的血

液循環突然阻塞，使腦部對應部位的細胞突然短暫缺乏氧和養分，導致那個部位所

司的功能暫時減退，一旦栓塞沖散或溶解，供血恢復正常，腦部的功能也會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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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復健可分成三階段： 

急性期：缺血性中風後約 3~5 天內，出血性中風約 7~10 天，因病人不能移動復健

師要在家協助病人做被動關節活動、正確的擺位及翻身，以預防關節攣縮、關節疼

痛、褥瘡等併發症，為復原打下基礎。 

亞急性期（積極治療期）：中風發生後一週至數個月之間，患者生命跡象趨向穩定，

復健目標在於誘發神經功能恢復、重健病人的步行能力和運動功能、訓練日常生活

自理，及提升患者的獨立度，並配合使用輔具，輔具的種類包括行動輔具、生活輔

具、溝通輔具、移位輔具等，來彌補身體喪失的功能，至於吞嚥困難、口齒不清、

失語症則由語言治療師協助。 

維持期：中風後 6個月至一年以上，是中風患者的『黃金復健期』，病情進入慢性

穩定，治療重點在於以居家復健或社區復健，鞏固患者的復健成果，提升生活品質。 

 由腦中風的相關文獻即能明顯看出，居家復健的必要性與困難處，對患者的復

原造成極不利的影響，也對醫療專業不足的照護家屬形成極大的壓力，在臺灣目前

居家照護人力仍未到位建置的限制下，研發以普及性較高的行動通訊裝置，進行空

中復健輔助，結合醫療院所的醫療專業，減輕照護者壓力，是份值得投入的研究課

題。 

參、 研究方法與步驟 

根據前面的探討，我們發現 Kinect 在復健效果很好但要實施的話，必須要有大範

圍的空間，使用者若想做復健的話就必須架設 Kinect，在許育豪的「使用 Android 手機

實現手勢辨識」論文，得知可以利用支援多平台的 OpenCV 的圖像辨識功能來偵測復健

動作，最重要的是並非所有家庭都有 Kinect 感測器，如今是每人都有手機的時代，若

可以利用手機或行動裝置來進行復健的話，就可以增加居家復健的方便性以及普遍度。 

本研究需要進行四個步驟： 

(一) OpenCV 之研究 

(二) 蒐集復健科常見疾病之復健項目 

(三) 常用復健項目之分析 

(四) 篩選可在家復健的項目 

一、OpenCV 之研究 

研究 OpenCV 在 android 上開發並且支援 C/C++、Java 的函式庫，針對 OpenCV

應用在物體追蹤、人臉辨識、特徵點擷取等影像處理進行研究。 

二、蒐集復健科常見門診疾病之復健項目 

從衛服部、復健機構及各大醫院蒐集開放資訊並以常見疾病分類。 

表二為骨科復健、神經復健、心肺復健、小兒復健、老年復健、吞嚥障礙及語

言障礙復健常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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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復健科常見門診疾病 

骨科復健 神經復健 心肺復健 小兒復健 老年復健  吞嚥障礙及 

語言障礙復健 

脊髓損傷 

脊柱側彎 

關節退化及脫

位 

各部位軟骨退

化 

肌肉病變 

梨狀肌症候群 

冰凍肩 

網球肘 

高爾夫球肘 

肌肉拉傷 

韌帶扭傷 

肌腱炎 

媽媽手 

筋膜炎 

關節炎 

骨折 

扁平足或高足

弓 

拇指外翻 

截肢 

腦中風 

腦外傷 

神經病變 

腕隧道症候群 

後小兒麻痺症

候群 

坐骨神經痛 

 

冠心症病患 

心血管繞道

手術後復健

心臟 

瓣膜手術後

病患 

早期療育 

注意力不

足過動 

自閉症 

發展遲緩 

老人因社

會、生理、

心理所造成

的疾病 

是中風後會產

生的症狀，有

時也會有認知

障礙 

 

三、常用復健項目之分析 

分析常見疾病之復健項目的流程與做法，並依療程習性判別為復健運動或是保

健運動，將其分類整合成常用復健項目。 

四、篩選可在家復健的項目 

從常用復健項目中，篩選出不需醫療設備或只需簡易取得輔助器具，並適合在

家進行復健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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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腦中風為例，整理如下： 

腦中風所有復健項目 適合在家進行復健的項目 

適當擺位 

被動關節運動 

牽拉運動 

肌力訓練 

坐立平衡訓練 

站立平衡訓練 

加強心肺耐力訓練 

鏡像治療 

功能性活動訓練 

臉部肌肉之運動 

被動關節運動 

牽拉運動 

肌力訓練 

鏡像治療 

功能性活動訓練 

臉部肌肉之運動 

 

 

肆、 系統功能簡介 

圖一是本研究開發之系統流程圖，分為到院復健與居家復健。 

首先是到院復健，本系統幫助櫃台人員方便管理與查詢病患資訊，取代耗時的紙本

作業，減少資源浪費。而病患可以根據系統提供的現場等候人數多寡與院所設備數量、

占用情形，決定合適的復健時段。在復健科櫃台後，即時得知各治療項目的排隊序號，

以供選擇可調換先後順序的治療項目之依據，且在等候叫號的過程中，可以瀏覽療程中

復健注意事項及衛教資訊，而系統會主動提醒病患即將開始復健。接著，治療師可以目

視化管理設備使用狀況與病患等候狀況，長期收集病患到院復健時段數據，更可以進一

步預估壅擠時段，提供醫療人員人力配置的依據。 

其次在居家復健中，治療師指派病患合適的復健包，健包包含居家復健療程介紹、

衛教資訊、注意事項、組數及次數……等，病患根據系統彙整而成的復健計劃表實施復

健運動，在復健過程中，系統會自動拍攝相片，提供病患自行比對動作是否到位、成效

是否提高，病患可以上傳相片，幫助治療師檢視及追蹤復健狀況，如果病患遇到復健問

題，可以即時諮詢治療師，避免危險狀況發生。 

 

 

圖一 空中復健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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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病患端 

1. 居家復健 

(1) 復健計畫檢視 

根據治療師指派居家復健療程，系統會彙整成復健計劃表，病患可在此檢

視(如圖二)。 

(2) 復健計畫實施 

復健時間一到，Always Care 會啟動貼心伴侶小 i 提醒，透過口語對答，

系統會判斷是否開始復健或是延期再次提醒，復健完畢可以觀看自己相片紀錄

(如圖三)。 

(3) 復健歷程比對 

本系統會在復健過程拍攝相片，提供日後查看比對同療程同動作不同日期

的相片，進而得知是否有達到成效(如圖四)。 

(4) 上傳復健歷程 

由於個人隱私問題，系統不會自動將圖片上傳，為避免容量不足與丟失，

病患可以自行選擇上傳與否。 

(5) 線上詢問 

在復健過程中遇到問題，可以立即詢問治療師。 

(6) 到院復健程提醒 

系統會根據使用者設定的到院復健日程偏好自動提醒。 

   

 圖二 居家復健療程       圖三 復健示範與即時比對        圖四 復健歷程檢視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2. 到院復健 

病患可以隨時查看醫院復健科的現場狀況(如圖五)，也可以瀏覽注意事項和復

健療程的衛教資訊(如圖六)，在醫院報到後等候叫號的過程中，本系統也會提醒即

將輪到病患。 

       

 圖五 到院即時叫號資訊     圖六 復健衛教資訊 

二、 治療師端 

1. 病患管理 

(1) 復健計畫擬定 

治療師根據不同病患指派合適的居家復健療程，系統彙整成復健計劃表。 

(2) 病患復健歷程查詢 

治療師可以查詢病患居家復健歷程，針對未如期落實的病患，給予提醒與

關懷，同時也可以追蹤病患復健情況。 

(3) 線上諮詢 

治療師提供病患諮詢的服務，根據問題給予指教，針對需即時到院就醫的

情況，也可以立即提醒，避免時間過久造成嚴重傷害。 

2. 復健科管理 

本系統提供治療師及時掌控管理醫院復健設備使用狀況與病患等候狀況(如圖

七)，並取代傳統紙本作業，減少人員浪費時間，提供病患查詢現場狀況的依據。

持續使用本系統，可以推測出病患到院復健的壅塞時間，進行治療師人力調配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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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醫院復健現場資訊 

三、 櫃台端 

取代傳統紙本作業，減少人員浪費時間，並提供醫師查詢病患復健情況，持續

追蹤未如期到院復健的情況。 

伍、 系統特色 

一、 在家復健好便利 

本系統讓你不出門就可以在家做復健，根據治療師定時定量的指派療程，病患

可以按照進度達到成效，在復健的過程中不單單只是觀看影片進行復健運動，同時

也可以看到自己進行復健運動。 

二、 隨身陪伴好貼心 

「一個人的復健很孤單」，本系統啟動聊天機器人貼心伴侶小 i，在復健的過

程中，給予提醒、關懷，透過語音對答的方式，就好像一個人在身邊陪伴你。尤其

平日子女忙於工作，老年人必須自己一個人孤單的進行復健，沒有動力，這時貼心

伴侶小 i就可以給予陪伴關懷。 

三、 交叉比對真方便 

持續進行復健，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進步，在復健的過程中，系統會每隔固定時

間拍攝相片，日後病患可以查詢相同動作不同日期的圖片，交叉比對之下，就可以

得知自己復健的成效。 

四、 自動提醒不忘記 

本系統根據病患設定的復健時間，以多樣方式提醒病患實施復健，避免病患忘

記，若是無法立即復健，貼心伴侶小 i會詢問是否延遲之後再次提醒，差別於一般

鬧鐘，空中復健持續且主動的關懷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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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排班流程有幫助 

治療師無法提前得知各時段到院復健的人數多寡，在排班上無法準確滿足現場

人數的需求，持續使用本系統，可以推測出病患到院復健的壅塞時間，提供治療師

人員配置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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