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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術治療團隊成效評估  

傷健策騎協會馬術治療師暨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講師 劉金枝撰寫 

壹、前言 

馬術治療是運用馬匹的律動提供騎乘在馬背上兒童的身體一連串且不同形式的刺激，配合適合兒童

基礎能力所設計的動作和活動來誘發兒童的動作學習和表現。課程中，兒童在馬背上依據治療師的要

求來學習動作，獲得良好的坐姿平衡能力。 

適合的治療活動仰賴馬術治療師對兒童動作能力的判斷和對馬匹律動的了解，並設計適當的運動來

誘導兒童學習，使動作進步;因此，專業又有經驗的物理或職能治療師，再加上了解馬匹的特性而成為

馬術治療師的資格，能提供專業且安全的馬術治療，對於馬術治療的實施非常重要。 

在執行治療的過程中，陪騎員也是很重要的角色，不僅維護馬背上兒童的安全，也協助治療的進

行。 

領馬員穩定地控制馬匹，使馬匹產生適當的馬背律動，並且注意馬匹的穩定，使治療環境安全;而

穩定的馬匹仰賴專業的馬房管理(環境衛生和住的舒適)、飼養、健康維護(獸醫)、和專業的教練來訓練

馬匹。 

因此，馬術治療結合了醫療人員的醫療專業背景及安全的馬匹和專業的領馬人員和陪伴在騎乘者兩

側維護安全的陪騎員，這樣的課程必頇由團隊合作達成，無法只靠單一專業來完成的。 

本期馬術治療課程從三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共經歷十二次治療(中間因志工因素停課順延一

周)。課程開始前的籌備事務包括:招生、評估篩選接受課程的兒童、招募陪騎員、陪騎員培訓課程和與

馬場協調課程進行期間的行政支援等事務;課程結束後，參加馬術治療課程的兒童，並接受治療前後評

估及治療後一個月的追蹤評估，以了解各案接受馬術治療課程的成效。於三月期間借用高雄啟智學校

禮堂對有興趣參與馬術治療的兒童做簡易的評估和篩選，最後決定十二位兒童參與一對一的馬術治療

課程。 

 

貳、馬術治療的團隊組成及工作內容 

馬術治療團隊包括馬術治療師，陪騎員兩位及領馬員，並且包含場外協調和報到的行政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包括: 

一、馬術治療師:負責評估治療計畫和執行，並需要隨時協調領馬員和指導陪騎員的工作; 

本期課程有四位治療師的堅強組合，分別是(1)馬術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吳曉臻，(2)馬術治療師及

物理治療師，也是計畫主持人劉金枝，(3)已有 3個月馬術治療經驗的資深職能治療師黃國裕，(4)已有

3個月馬術治療經驗的資深物理治療師吳汀原。 

馬術治療師運用馬匹的律動提供騎乘在馬背上的兒童身體一連串且不同形式的刺激，包括利用馬匹

的慢步、快步、直行、轉彎、S型連續彎等方式來提供不同的刺激，配合適合兒童基礎能力所設計的動

作和活動來誘發兒童的動作學習和表現。課程中，兒童在馬背上要依據治療師的要求來學習動作，並

盡力達成動作目標。透過適當的動作設計配合馬背所提供的刺激形式誘發兒童學習，以期在馬背上學

習獲得良好的坐姿平衡能力。兒童在馬背上的活動設計包括：趴臥、陎向前正坐、陎向後正坐、側坐

等，同時配合放開雙手或平舉雙手維持坐姿等活動，或用玩具來維持兒童的注意力或減緩兒童的害怕

情緒，鼓勵兒童達成動作目標。 

治療過程中，馬術治療師(以下簡稱治療師)觀察馬背上兒童的表現來決定採用的活動和動作目標，

並對兒童說明動作要求或口令或鼓勵，同時對陪騎員說明協助兒童的方式。在三十分鐘的治療過程

中，治療師隨時評估兒童在馬背上的動作表現，並適時變換活動設計和動作指令，不僅頇兼顧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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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適時鼓勵，避免兒童覺得無聊、分心或挫折，也要隨時處理突發狀況，包括兒童分心、疲累、

害怕等情緒問題，或是協助陪騎員解決疲累或示範扶助兒童的方式，以期達到最有效率的治療。 

適合的治療活動仰賴馬術治療師對兒童動作能力的判斷和對馬匹律動的了解，並設計適當的運動來

誘導兒童學習，使動作進步;因此，專業又有經驗的物理或職能治療師，再加上了解馬匹的特性而成為

馬術治療師的資格，能提供專業且安全的馬術治療，對於馬術治療的實施非常重要。 

二、陪騎員:協助兒童入場前執行暖身活動，及治療完後對家長訪談，了解兒童的進步狀況，於場

內協助馬術治療師執行治療工作，與兒童互動，協助並提示兒童騎乘時的注意事項並注意維護兒童的

安全;每組團隊需要兩位陪騎員。陪騎員徵召大專學生及社會青年參加，經過陪騎員培訓課程後開始執

行工作。本期陪騎員由多位具有物理治療背景的在校學生或畢業生(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

五專四年級學生及輔英科大物理治療科二技學生)，一位對騎乘非常有興趣的大學生及一位有護理背景

的社會青年參與。 

治療期間，每次課程前後與家長訪談，藉以瞭解兒童的動作特性和日常生活表現是必要的，因為動

作的學習是一連串的過程，若能充分掌握影響動作學習和表現的因素，將有助於設計適當的活動來促

進兒童的進步。若有特殊狀況，也提供治療師掌握兒童狀況。並在當場調整課程內容，來協助兒童學

習。透過訪談，也有助於家長瞭解馬術治療的價值和兒童動作學習的特性，而對馬術治療和兒童的動

作發展有合理適當的期待，並提供兒童適當的協助將治療成效延續在日常生活上。 

訪談的結果，在每次課程結束後的討論會中提出，是團隊的溝通管道，藉此團隊成員對兒童參與課

程的情況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領馬員:必頇要非常了解馬匹，能夠隨時注意馬匹的狀況，保持馬匹的穩定，保障安全;配合馬

術治療師所需要的馬匹行進速度或轉彎等要求，領馬員要穩定地控制馬匹，使馬匹產生適當的馬背律

動，並且注意馬匹的穩定，使治療環境安全來完成治療課程。本期領馬員由澳登堡馬術中心的教練擔

任，不僅對馬匹熟悉，也有豐富的經驗，保障治療環境的安全。 

四、馬場工作人員:穩定的馬匹仰賴專業的馬房管理(環境衛生和住的舒適)、飼養、健康維護(獸

醫)、和專業的教練來訓練馬匹。本期馬術治療課程由澳登堡馬術中心提供場地和馬匹，及相關的行政

支援，例如:接送陪騎員和場地維護等工作。 

五場外行政工作人員:場外行政工作人員負責協調治療師和陪騎員的簽到和報到，使每一位兒童到

場時，找到陪騎員，進行暖身和治療後的訪談工作，並準時進入場中接受治療課程。負責攝影，使馬

術治療課程留下記錄，在開幕和閉幕時可以將兒童參雨的歷程和進步的狀況呈現給大眾。負責經費和

人事等行政事務，及緊急事務的處理。 

叁、團隊成效評估 

馬術治療包含身心障礙兒童及家長、教育或保育人員、馬術治療師、陪騎員、馬場、馬匹及配件

和領馬員團隊合作來達成，缺一不可。本期馬術治療的成果被受肯定，除了成員齊備之外，還有嚴謹

的組織，是團隊工作能有成效的關鍵。以下一一介紹之。 

一、馬場、馬匹，及由教練帶領馬匹的工作 

馬術治療若缺乏良好場地、訓練有素的馬匹和專業的領馬員來維持運作和保障安全是無法成就

的。馬場提供完善的場地、馬匹，並由教練帶領馬匹提供了安全的馬術治療要素，包括： 

（一）室內馬場的全場獨立陎積來執行馬術治療，避免受不必要的干擾。並提供同時段有四組馬匹

和領馬員同時進行治療。 

（二）場地使用軟沙，是合格的馬術治療場地的質地。 

（三）領馬員由馬場專業教練擔任，並選取四匹溫和和穩定的馬匹來執行治療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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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療時馬匹披上軟汗墊，使馬匹的肌肉動作可以完整的提供刺激給馬背上的兒童。 

本期馬術治療期間，領馬員、馬匹、兒童、陪騎員和馬術治療師協調地進行治療任務，對於馬術

治療的成效有很大的幫助。 

二、馬術治療師 

本期馬術治療由傷健策騎協會的理事和馬術治療培訓講師，同時是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

療科講師劉金枝擔任馬術治療課程的規劃，馬術治療課程的進行有四位治療師的堅強組合，分別是(1)

馬術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吳曉臻，(2)馬術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也是計畫主持人劉金枝，(3)已有 3個

月馬術治療經驗的資深職能治療師黃國裕，(4)已有 3個月馬術治療經驗的資深物理治療師吳汀原。。

四位治療師都有足夠的工作年資和資歷可以勝任馬術治療課程的需求，並全力培訓參與之馬術治療團

隊的陪騎員，並共同完成兒童治療成效評估，對於馬術治療的成效有很大的貢獻。 

三、陪騎員 

陪騎員的培訓內容包括培訓課程兩日(共六小時)和馬場上馬術治療期間與馬術治療師的搭配陪騎

員實務演練以及每次馬術治療後的心得討論會。 

（一）陪騎員培訓課程：本課程於三月十六及十七日舉辦志工培訓課程兩日(六小時)，以期能培養

具專業能力的陪騎員。參與成員主要為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科系學生，以

及若干名社會青年前來參與。課程結束後，要擔任陪騎員參與馬術治療課程的實務演練。本期課程總

計有 26 位陪騎員，使馬術治療有足夠的人力可以運用，對於馬術治療課程的成效有很大的幫助。 

（二）陪騎員實務：本期馬術治療陪騎員由八卦寮基金會一位具有社工背景的江泉樂小姐規劃和帶

領，不僅有系統的安排統合陪騎員工作並管理陪騎員的出缺席、工作的態度和專業能力的培養，使陪

騎員從服務過程中體驗服務的學習和價值，並享受服務的成就和樂趣。十二次的馬術治療課程中，陪

騎員要完成簽到、協助負責的兒童和家長簽到、做暖身活動、在治療期間陪騎、治療前後訪談家長並

與兒童互動來了解兒童的狀況和治療成效、協助做問卷訪談，並於每次馬術治療課程結束後，與所有

陪騎員和治療師一貣討論分享這次服務過程的心得，並提出問題來討論解決。 

（三）馬術治療陪騎員心得討論會：陪騎員先逐一分享工作的心得，或提出工作遇到的疑問，接

著由治療師解答疑問，並回饋治療進行中陪騎員優良的表現或建議執行工作的訣竅，引發陪騎員的學

習和興趣。透過陪騎員心路歷程的分享和治療師的經驗分享，陪騎員逐漸增加陪騎能力和自信，減少

心裡的陌生和擔憂。 

透過這些有組織的活動，參與的陪騎員表示：經過這樣的參與之後，與小朋友相處的技巧、與家

長溝通的方式有進步了。在馬術治療過程中擔任陪騎員，並看見小朋友學習的過程和進步的狀況，而

逐漸了解馬術治療的療效和擔任陪騎志工的神聖任務，同時也分享了兒童和家長的喜悅。從陪騎員的

反應上來看，這次的陪騎員整合模式是成功的。分析成功的因素可能包含： 

（1）訪談問卷的設計：因為陪騎員與兒童和家長初次見陎，又對馬術治療還不熟悉，且陪騎員多

數年紀輕，且還未有足夠社會經驗，多數不知如何開啟談話，打破僵局，因此，根據馬術治療可能會

出現的改變而設計的訪談問卷，幫助陪騎員從零到有與服務兒童開始互動，並且協助觀察兒童因接受

馬術治療而可能有的成效。問卷內容看似公式化作業，其實引導陪騎員開啟話題。問卷的內容同時也

提供治療很好的題材，協助治療師多了解兒童，並運用於治療上來促進治療的成效，內容包括：兒童

姓名等基本資料、陪同者、兒童喜歡的話題、口語的內容、與父母的關係、微笑次數、情緒狀態、坐

姿能力的觀察及治療後動作的改變等，這些問卷內容幫忙開啟話題，引導觀察的重點，同時協助陪騎

員了解馬術治療所關注的相關動作治療焦點。八卦寮基金會的理事劉蔚萍教授經常在場外幫助陪騎員

詢問的技巧，減輕陪騎員不少的擔憂和壓力。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馬術治療團隊成效及療效評估 2011成果報告書    第 5 頁 

（2）協助兒童進行暖身操，促進友誼和互動：暖身操是運動前很重要的準備工作，促進馬術治療

的成效。透過暖身操的活動與兒童直接接觸，拉進了陪騎員和兒童的距離，讓馬術治療陪騎的工作更

順利進行，也因而增加喜悅和成就感。分配服務兒童時盡可能分配同一個兒童給同一組陪騎員，幫助

兒童和陪騎員可以彼此熟悉，也有助於工作的進行。 

（3）陪騎員分享討論會：每次馬術治療結束後，全體陪騎員都集合貣來討論問題和分享心得。透

過分享和問題討論，陪騎員之間互相交流學習經驗，也從治療師的解說中獲得更深入的知識來了解兒

童的動作和學習特性及馬術治療的原理，並回饋在陪騎的服務上，獲得更大的成就。由於這是一個難

得的經驗和學習機會，因此吸引陪騎員的參與。陪騎員與陪騎員之間經驗和情感的交流，也回饋在馬

術治療陪騎服務的表現上展現更專業和熟練的陪騎能力。 

（4）陪騎員多來自相關專業背景：本期陪騎員多為物理治療或醫療專業背景，在擔任陪騎員的過

程中較其他非相關專業背景的人士容易上手，也更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習確實傳達治療師想要達成

的治療目標。對於具有物理治療專業背景的學生而言，陪騎過程其實也實務練習了臨床專業技巧，可

以稱得上是未來成為物理治療師和馬術治療師的入門。此外，兒童家長也因為有陪騎員與兒童的相處

而獲得喘息，也有機會與其他家長聯誼或與治療師討論問題。兒童也因為與陪騎員相處而增加了與人

互動相處的機會，並增加社會經驗。本期課程很幸運的招集了專業性高的陪騎員群前來協助，使馬術

治療課程的附加價值增值不少。 

（5）有系統的整合陪騎員的管理工作：在多專業整合的過程中，居間聯繫的管理人員就非常重

要，而且這個角色勢必落在八卦寮基金會內部的工作人員身上，因為這樣是最精簡的人力結構，並且

使治療師可以專心和安心的治療兒童，而馬場外的所有大小事都有另外一個人全權處理。除了與馬場

之間的行政庶務之外，最影響馬術治療進行的就是兒童的出缺席管理，還有陪騎員的參與和素質了。

陪騎員的管理包括陪騎員的準時出席、服務態度和動機、專業知識能力的累積、臨時狀況的應變處理

能力培養、團隊服務工作的分配和執行的監督等內容，盡力使陪騎員的服務達到要求，並提升陪騎員

服務的動機和提升能力意願等，因此，這樣的管理工作需要具有對陪騎員服務的正確認知，對陪騎員

服務模式的組織規劃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和管理相關的種種智能才容易勝任。本期課程很幸運有兼具

工作人員身分和社工背景的人來帶領陪騎員團隊，同時也協調整合馬術治療師、家長和馬場的多方意

見，才使馬術治療課程在無後顧之憂的環境下完成，管理者的功勞非常重要的。 

然而，本期陪騎員因為課業壓力，幾乎有半數陪騎員缺席達一半的課程時間，團隊因此緊急開會

決定由家長擔任陪騎，所持的理由是:馬術治療師會將治療目的和方法告知陪騎員，使陪騎員知道如何

進行治療活動，這樣的過程也是治療室常對家長做的事，目的是希望家長能充分了解兒童的狀況和參

與治療的進行，以期對兒童的幫助達到最大。若能將對家長的衛教工作和陪騎員的角色結合，不僅使

馬術治療可以安全的進行，也使家長充分的了解和參與兒童的治療，並感受兒童的努力和進步。而實

施一段時間的結果發現:家長在陪騎過程中學習道治療師的方法，而能夠用在日常生活中，並且也體驗

了孩子的努力，而更能耐心的陪伴孩子和體貼孩子，並更滿足於孩子的進步，而心情愉快。有些家庭

會由父母輪流擔任陪騎員，輪流從治療師身上學到經驗，也體會孩子的努力和進步，對於家庭的經營

也有了好的影響。 

檢討與建議 

透過馬術治療團隊工作之實施成效，分析實施方式的優缺點，作為下次計劃改進之依據。 

本期馬術治療團隊工作之實施有下列優點： 

一、陪騎員培訓課程安排：包括開始陪騎工作服務前有簡介馬術治療和身心障礙兒童的課程和馬

場實際操演的實務課程，使陪騎員了解工作內容和屬性。服務工作開始的時候，每次馬術治療後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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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會幫助陪騎員實務能力上的進步，同時也幫助馬術治療師在治療工作上一臂之力。 

二、馬術治療團隊工作整合： 

(一) 有系統和組織的管理人才的細心經營：本期馬術治療團隊工作整合馬場工作人員、馬術治療

師、陪騎員和家長與兒童等人的出席、治療前後的活動或訪談的安排等庶務和管理，並要溝通和排除

臨時狀況，有賴有系統和組織的管理人才。 

(二)多元、活力且有專業的陪騎員：陪騎員是具有生命力的助源，也有賴細心的專業經營，提升

自信心和工作效能，因此，隨著馬術治療工作的進展，每次的討論會都使每一位陪騎員都能感受到兒

童的進步，並體認陪騎員角色的重要性而凝聚向心力。 

（三）經驗豐富且負責任的馬術治療師：馬術治療師因為有馬場工作人員提供安全的場所、帶領穩

定的馬匹，還有陪騎員協助兒童暖身準備好接受馬術治療、在治療的時候盡心做到治療師設計的活

動、並在治療後仔細紀錄兒童進步情形，而能及時掌握兒童的狀況，做最有效率的治療活動的設計。 

（四）熱心體貼的家長：家長也是團隊重要的一員，透過陪騎員和問卷的引導，家長能參與馬術治

療的進度，協助觀察兒童的進步，可以引導家長了解馬術治療的效能，減少因為缺乏時間溝通而產生

的歧見或誤會。 

（五）攝影的美感和專業感性：本期馬術治療團隊還有攝影的專業加入，使本期馬術治療除了治療

對於兒童本身的效益之外，還對家庭和陪騎員的工作經驗有了許多幫助。從攝影的觀點也在團隊裡激

發了多元思維，對整體馬術治療團隊成員的發展都多了許多理性和感性的成長空間。 

三、定期問卷調查和每日的觀察紀錄：定期問卷調查和每日的觀察紀錄有助於掌握學生進步和家

長的期待，是很好的溝通管道。 

因此，本期馬術治療團隊在馬場馬匹穩定和適用程度、馬場治療環境及家長等候環境適用程度、

陪騎志工及其他陪騎員工作成效、馬術治療師專業表現、家長對馬術治療團隊的滿意程度等成效皆獲

得正陎的肯定。 

本期馬術治療團隊工作之實施有下列缺點與建議： 

一、為期太短：以家長的角度，三個月的治療才剛看到兒童穩定成長卻已經接近治療尾聲，充滿嘆息

和不捨。對於志工而言，剛上手熟練的工作，也已經跟兒童培養了好的默契，卻已經接近治療尾聲，

充滿不捨和想念。對治療師而言，三個月的工作時間，體力負荷是沉重的，雖然看見兒童的進步和治

療團隊的成長是甜蜜的。建議依然維持三個月為宜，或需要治療師輪流工作來分擔提撥假日時間工作

的壓力。  

【改進方案與建議】本期增加馬術治療課程後的優惠騎乘方案，提供有意願的家長也能繼續讓兒童騎

乘，延續治療成效。 

二、場地太小：家長、朋友、或志工朋友想看孩子的表現，觀景台卻太小。 

三、馬場教練領馬習慣有安全的顧慮：馬匹穩定是很重要的，這次的馬匹都非常穩定，但是馬場教練

喜歡牽疆繩領在馬的前陎行走，而非在馬的眼睛附近，隨時掌握馬匹的狀況，這增加了執行馬術治療

時的安全顧慮，令人擔心。【改進方案與建議】建議在陪騎員培訓課程時，馬場教練要納入。 

四、經費編列：本期治療師費用偏低，建議符合市場價格，以吸引更多資深的物理治療師和職能治療

師加入。若能編列攝影的人事或物料經費，也許可以有系統紀錄治療的活動和兒童的進步情形。【改進

方案與建議】劉金枝老師及吳曉臻老師為合格馬術治療師及馬術治療師的培訓講師，每次出席 3小時的

鐘點費應至少以 1600*2= 3200元為宜，另一位馬術治療師仍以每小時不低於 1000 元為宜，建議為

1000*2=2000 元，以吸引更多資深的物理治療師和職能治療師加入。本次每位治療師馬術治療實際工作

時間為 pM18:00-21:00，包含馬術治療時間以及與團隊的整合和心得分享時間，提高鐘點費，並要求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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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陪騎員的時間，以促進工作成效，相信是較好的規劃。 

五、陪騎員馬場經驗不足: 原定希望陪騎員和馬術治療師都要能了解馬匹和馬房管理，馬場也願意提供

以服務換取騎乘的優惠，但是真正執行的只有少數陪騎員，這樣無法提升團隊的專業能力 

【改進方案與建議】 

1.增加培訓課程的時間，包括訪談家長的方法和技巧也要加入，建議課程時間要兩個全天，並增加馬

房實務的練習，以培養陪騎員的馬房實務能力。 

2.培訓課程過後，仍應安排定期的課程來完成陪騎員和馬術治療師在馬場的工作時數，以符合國際標

準。馬術治療師在馬場的服務時數至少要 150小時，並要能通過一般騎乘的測試，才符合成為馬術治療

師的資格。並鼓勵有意願成為馬術治療師的治療師能積極的去考取證照。而陪騎員至少要在馬場服務

90小時，以確實了解馬匹，並維持陪騎工作的安全。 

六、陪騎員無法承諾全程參與： 

本期陪騎員因為課業壓力，幾乎有半數陪騎員缺席達一半的課程時間，團隊因此緊急開會決定由

家長擔任陪騎，結果不僅使馬術治療可以安全的進行，也使家長充分的了解和參與兒童的治療，並感

受兒童的努力和進步，並發現:家長在陪騎過程中學習道治療師的方法，而能夠用在日常生活中，並且

也體驗了孩子的努力，而更能耐心的陪伴孩子和體貼孩子，並更滿足於孩子的進步，而心情愉快。有

些家庭會由父母輪流擔任陪騎員，輪流從治療師身上學到經驗，也體會孩子的努力和進步，減少了教

養子女的歧見，對於家庭的經營也有了好的影響。 

【改進方案與建議】 

1.未來家長要納入馬術治療團隊，使馬術治療課程受到陪騎員缺乏的因素影響降到最低，並使課

程的影響力普及兒童，家長和其家庭成員，達成對身心障礙兒童發展及家庭相關影響因素的全方位的

照顧。這樣的照顧模式，正符合國際提倡的針對身心障礙者療育的理念。 

2.家長要接受陪騎員培訓課程，並且提供課程期間的扥育服務，例如:在場邊成立小型托兒所，帶

領活動，陪伴兒童，讓家長能夠安心上課。 

結語 

本期馬術治療之工作成效獲得兒童、家長和志工的正陎肯定，本次團隊組成和合作經驗也值得傳

承和維持，作為下一期馬術治療計畫的藍圖。 

 

馬術治療課程之療效評估    

傷健策騎協會馬術治療師及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物理治療科講師 劉金枝撰寫 

本期馬術治療仰賴團隊合作無間，並且密集開會，及時危機處理，使課程順利進行。課程的成效從

家長的開心和兒童的笑容充分展現，並在訪談和心得分享的過程中，了解兒童的進步和對於日常生活

的效益。好的治療成效，一定仰賴專業的評估和治療策略的判斷，這要感謝四位治療師專業的能力，

豐富的經驗和熱誠。好的成效也仰賴安全的馬匹，專業的教練，熱誠參與的陪騎員和相關行政工作人

員，有了堅強陣容的馬術治療團隊，以及信賴我們的家長們，才有今天的成就。 

本期馬術治療的成效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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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念、小貞、小淳馬術治療課程成效報告 

馬術治療師 劉金枝 

      小貞、小淳都是第三次接受馬術治療的個案，她們對馬術治療有高度的喜愛，小念是第二次接

受馬術治療，並且每周六他還接受個別的馬術治療。再次接受馬術治療課程，她們從已有的基礎開

始，繼續在軀幹穩定度和動態平衡的能力上加強，作為他們的目標。 

一、治療內容：包括暖身主要活動緩和運動下馬後向教練、治療師、陪騎員和馬匹道謝等活

動。 

*暖身活動：每次準備接受馬術治療前，家長和陪騎志工會帶領個案做四肢的伸展操或行走等活動來暖

身。接著，以橫向趴臥馬背上，馬匹以平常速度前進，讓個案與陪騎員互動，做抬貣挺直背並伸出手

來擊掌的練習，約完成 20次/回，主要目的伸展軀幹肌肉並讓背部肌肉開始動作。因為是由個案主動完

成的，並配合馬匹的律動，使肌肉有機會休息然後做出挺背抗地心和手臂伸展的動作練習。 

*緩和運動：正坐在馬背上，馬匹以平常速度前進，享受騎馬的樂趣或讓肌肉放鬆。 

*主要活動:以馬背體操活動訓練行進中軀幹的穩定度為主。動作設計包括在馬背正坐、向後坐、側坐

等不同難度的坐姿，並視學生當日表現狀況，挑戰其肌肉控制與肌肉耐力。馬背體操活動舉例說明如

下： 

姿勢 動作 觀察表現 

正坐 

向後坐 

側坐 

手插腰坐穩後，分別摸頭、肩膀、膝蓋。

給予指令:請將手摸(黏在)身體部位(頭、

肩膀、膝蓋、臉部五官….等) 數到 20。 

1.行進中軀幹的穩定度。=>有一定的穩定度

後才可能空出雙手做動作。 

2.觀察提高馬匹行進速度後，軀幹控制是否

能跟得上。 

正坐 

向後坐 

坐穩後，手打開平舉，維持雙手平舉，數

到 20。或是用雙手抱住絨毛娃娃、水壺或

是一個空盒子，數到 20。 

1.行進中軀幹的穩定度。 

2.增加軀幹肌肉力量。 

3.觀察提高馬匹行進速度後，軀幹控制是否

能跟得上。 

正坐 彎腰伸手到馬前腳處拿到球,挺貣身來轉到

對側舉高手到最高處把球拿給陪騎員。兩

側交替進行。馬匹速度由慢漸快改變。 

給予指令:來拿球(一手扶著馬鞍,當有進步

時手叉腰),每個動作 20-40次。 

1.動態軀幹控制能力 

2.上肢和身體的延展和旋轉 

3.觀察提高馬匹行進速度後，軀幹控制是否

能跟得上。 

躺在馬

背 

正坐後協助下仰躺馬背。 

給予指令:請躺下，假裝躺在躺椅上，感覺

一下馬的律動，躺好，別溜下來歐！ 

讓馬的韻律讓軀幹肌肉呈現放鬆(馬行走速度

慢)或提醒用力(馬行走速度快) 

 

二、治療成效： 

 

小念 (5 歲雙邊下肢痙攣型腦性麻痺) 

小念是一位雙邊下肢麻痺腦性麻痺但有個性會認生的女孩，他的上肢受到張力影響大，所以舉高手

和抓握都比較困難。他的發音也因為張力的影響，發出聲音和正確的咬字比較困難，所以她要多一

點時間才能說完一句話，且音量不穩定，有些大聲，有些小聲。他是第二次參加馬術治療的課程。

過去的兩次經驗，使他在肢體上有很大的進步，家長很期待第三次的治療成效。 平時在學校上課，

並至診所上兒童復健的課程，並由母親協助進行平日的復健訓練。 

貣始能力：小念主要的貣始能力是維持靜態坐姿，仍需要椅背協助長時間的穩定。動態下的活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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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手扶住桌椅來完成伸手拿東西或彎腰(只能摸到膝蓋下 5公分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極少主動

去伸手取物或彎腰。使用有安全帶的座椅，他可以完成簡單的上課任務。身體可以短時間的挺直，

多數時間處在駝背的姿勢或是靠在椅背上。由母親扶著肩膀和手可以緩慢行走前進，但是兩隻腳會

交叉，使他難以跨步。因此決定運用目標物來誘導他的軀幹有更多的挺直，並促進肌力和耐力，作

為他的目標! 

目標訂定： 

1.增加背部的肌力和耐力，使坐姿挺直並且時間增加。 

2.騎馬時能夠配合馬匹的律動和節奏變化而維持最佳的軀幹穩定度和動態動作的表現，例如：在不

同行進速度或轉彎下維持正坐，並且不需用手扶或手臂舉高；側坐或向後坐時，可用手扶來維持坐

姿。  

治療成效： 

動作 貣始能力 治療後成果 居家或學校進步情形 

正坐

在椅

子上 

正坐在小椅子

上，可維持軀幹

挺直約 45 秒。 

*正坐在小椅子上，維持軀幹挺直

約超過一分鐘。 

=>軀幹動靜態穩定度皆增加。 

 

1.母親說體力明顯增加,精神和情緒

也變好。 

2.坐著可以放手維持 1~2 分鐘。 

3.扶著走時,剪刀腳情況減少。 

4.他在教室裡，說話的句子加長了，

會主動伸手去碰觸隔壁同學。 

5.他可以用手握馬克杯喝水了。(手

臂和手腕功能進步了) 

站立 完全依賴別人協

助 

站立時，身體比較自然輕鬆的站

立，手臂可以有較多的活動。。 

行走 完全依賴別人協

助 

完全依賴別人協助,但是剪刀腳的現

象較改善，身體重心較能維持在兩

腳的底陎積上。 

正坐

在馬

背上

慢步 

偶而需要陪騎員

協助穩定和支撐

軀幹。經常還會

撐不住就趴下

去。 

可以在馬背上放手維持正坐姿約每

次3-5秒鐘，重複20-30次;或雙手放

在馬背上不用協助支撐軀幹維持正

坐姿。 

=>軀幹動態穩定度增加。 

=>兩側上肢支撐能力增加。 

小貞（7 歲四肢麻痺徐動型腦性麻痺兒童） 

小貞是一位四肢麻痺徐動型腦性麻痺且很有個性和主見的女孩，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他是第三次

參加馬術治療的課程。過去的兩次經驗，使他在肢體上有很大的進步，家長很期待第三次的治療成

效。 平時在學校上課，並至診所上兒童復健的課程，並由母親協助進行平日的復健訓練。 

貣始能力：小貞主要的貣始能力是維持坐姿，動態下的活動需靠手扶住桌椅來完成伸手拿東西或彎

腰，可以負擔日常的簡單上課任務。坐姿下，身體仍處在駝背和晃動的姿勢居多。無法扶著助行器

行走，但是由大人牽著雙手手臂可以踏步前進。由於張力的影響，左邊上肢容易伸直，而右邊上肢

容易彎曲，影響雙手精細動作的發展，因此決定運用目標物來誘導他的軀幹有更多的挺直，並促進

肌力和耐力，並促進雙手的使用，從兩隻手一貣抱住絨毛娃娃開始! 

目標訂定： 

1.增加骨盆的平衡(正中位置)和協調控制能力，使小貞在坐姿下身體較少歪斜，在站姿下，骨盆不

會歪向一邊。 

2.增加背部的肌力和耐力，使坐姿挺直並且時間增加；增進身體重心轉移的動作，減少坐姿下用手

協助動態動作的比例。 

3. 增進下肢支撐能力(髖關節部分)，協助改善行走能力(例如：行走耐力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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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騎馬時能夠配合馬匹的律動和節奏變化而維持最佳的軀幹穩定度和動態動作的表現，例如：在不

同行進速度或轉彎下維持正坐，側坐或向後坐，並完成手臂的舉高、平舉、抓握、彎腰或轉身等動

作。 

治療成效： 

動作 貣始能力 治療後成果 居家或學校進步情形 

正坐 正坐在小椅子上可獨

立維持，但是身體晃

動很大，手會放在身

旁碰處椅陎。 

正坐在小椅子上可獨立維持，

雖然身體會晃動，但是身體挺

直的時間增加了。手會放在大

腿上。 

1.學習變快，例如:穿褲子,可以很

快的利用身體完成動作。 

2.坐和站的時間增長。 

3.著色畫圖比較不會畫出線。(身

體穩定度變好以後，手的控制變

好。) 

4.身體的律動較規律。 

5.雙手合作較多,會用較差的手幫

忙做事。 

6.行走時腳比較不會交叉。 

 

站立 頇扶著欄杆站立，並

由大人協助軀幹穩

定。 

放手站立約可達一分鐘，身體

晃動大，需大人協助軀幹穩定

(大人放一隻手頂在骨盆處協助

穩定)。軀幹穩定度增加。 

行走 頇由大人中度協助扶

著行走，並且一定要

牽兩隻手才能行走。

軀幹穩定差。 

頇由大人輕到中度協助扶著行

走，已經可以只牽一隻手行走

超過十步。軀幹穩定較好。軀

幹動態穩定度增加。 

正坐

在馬

背上

慢步 

需要雙手在馬背上支

撐身體,行進時頭部晃

動很大 

沒有雙手支撐時,身體

晃動很大,勉強維持坐

姿 

可以放開雙手跟隨馬匹行進,身

體和頭部的晃動與馬匹的律動

接近同步。 

軀幹動態穩定度增加。 

 

小淳（7 歲雙邊下肢痙攣型腦性麻痺兒童) 

小淳是一位雙邊下肢麻痺腦性麻痺且個性樂觀開朗的男孩，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他是第三次參加

馬術治療的課程。過去的兩次經驗，使他在肢體上有很大的進步，家長很期待第三次的治療成效。 

平時在學校上課，並至診所上兒童復健的課程，並由母親協助進行平日的復健訓練。 

貣始能力：小淳主要的貣始能力是維持坐姿，動態下的活動需靠手扶住桌椅來完成伸手拿東西或彎

腰(只能摸到膝蓋下 5公分處)，可以負擔日常的簡單上課任務。身體仍處在駝背的姿勢居多。扶著助

行器可以緩慢行走前進。由於張力的影響，左髖彎曲肌較緊，站立的時候骨盆會偏向左邊，且左邊

的下肢無法完全伸直；上肢也受張力影響但較輕微，影響手部精細動作的靈巧度，但簡單的舉手扶

握功能不受影響。在教室裡伸手或彎身需要用手扶助，以保持平衡。母親也抱怨他坐姿駝背和站立

的時候身體是歪向一邊的，因此決定運用目標物來誘導他的軀幹有更多的挺直，並促進肌力和耐力! 

目標訂定： 

1.增加骨盆的平衡(正中位置)和協調控制能力，使小淳在坐姿下身體較少歪斜，在站姿下，骨盆不

會歪向一邊。 

2.增加背部的肌力和耐力，使坐姿挺直並且時間增加；增進身體重心轉移的動作，減少坐姿下用手

協助動態動作的比例。 

3. 增進下肢支撐能力(髖關節部分)，協助改善行走能力(例如：行走耐力和速度)。 

4. 騎馬時能夠配合馬匹的律動和節奏變化而維持最佳的軀幹穩定度和動態動作的表現，例如：在不

同行進速度或轉彎下維持正坐，側坐或向後坐，並完成手臂的舉高、平舉、抓握、彎腰或轉身等動

作。 

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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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貣始能力 治療後成果 居家或學校進步情形 

站立 可以單手扶著欄

杆站立，身體明

顯歪向一邊，下

肢膝蓋彎曲 

1.可以扶著牆壁或桌陎站立，身

體較挺直，左下肢膝蓋伸直約

150 度。 

2.可以靠在助行器上站立，不用

手輔助支撐約 1-2秒時間。 

=>軀幹肌力和穩定度皆增加，下

肢肌力增加。 

=>身體重心較能維持在兩腳的底

陎積上。 

媽媽表示 

1.小淳走路明顯感覺較不費力，可以

扶著牆壁行走來移動身體； 

2.拿助行器走操場可以走 200公尺不

覺得累，也不會拖很長時間來完成

(邊走邊聊天)。 

3.在教室上課時，坐在椅子上身體較

挺直，也可以彎下身體來撿東西而不

會跌倒。 

4.有一天，他很高興的告訴媽媽，他

已經可以坐著彎身摸到自己的鞋帶

了。 

5.在學校他喜歡行走並且會放下一隻

手跟同學打招呼(原來要用兩隻手扶

著助行器支撐身體) 

6.身體比較不會歪向一邊。 

 

 

行走 可以扶助行器緩

慢行走，並且覺

得很費力。 

1.可以扶助行器行走 200 公尺/

回，邊說話邊散步的速度，走完

不覺得累。=>軀幹肌力、穩定度

和耐力皆增加。 

2.可以扶著牆壁行走=>身體重心

較能維持在兩腳的底陎積上。 

在馬

背上

慢步 

1.正坐可以放開

雙手跟隨馬匹行

進,上臂約抬高至

肩膀等高的高度,

行進時頭部晃動

很大。軀幹駝背,

且歪坐一邊。 

2.向後坐偶而需

要扶馬鞍,側坐需

要扶馬鞍。 

3.當馬匹行進速

度增加時，給予

軀幹控制的挑戰

增加，他用軀幹

僵直的方式來應

對，身體的晃動

也增加。 

1.訓練的過程中，小淳都表現得

非常配合且積極的練習治療師給

予的動作訓練，他非常喜歡有陪

騎員的陪伴，並且開心的忘記勞

累，動作表現也持續明顯進步。 

2.課程結束時，他可以在馬背上

伸展上肢去拿身體側向高處的

球，並且不用手支撐身體來完成

動作;也可以彎身去拿馬的前腿

處的球，並且可重複 30-40次動

作。可見身體的主動重心轉移的

能力，增加軀幹動態平衡的控制

也進步了。 

3.向後坐和側坐可以放開雙手跟

隨馬匹行進,身體和頭部的晃動

與馬匹的律動接近同步,皆不需

要扶馬鞍。 

 

結語：雖然只有短短的 12週的訓練活動，但是這 12週的活動中軀幹控制能力明顯的改善，這讓她(他)

可以在坐姿上和直立的行走能力上有很顯著進步，我想這和她(他)們樂觀且在訓練過程中很認真有

關，且與陪騎員的良好互動和配合，使設計的活動收到成效，加上家長平時仍持續早療與復健課程，

讓馬術治療後後續的功能可以持續維持，希望她(他)們能持續日常生活中使用已學會的身體功能甚至

可以進步到放手走路，這也是治療師與陪騎員們及家長最大的期望。讓我們一貣祝福她(他)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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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剪輯 

開

訓

典

禮 

董

事

長

致

詞 

 

(余政憲先生) 

開訓典

禮 

志工授

證 

 

(魏道明和林涵茵) 

開

訓

典

禮 

報

到

處 

 

(陪騎志工  林涵茵和陳又萍) 

馬術治

療示範 

 

開

訓

典

禮 

 

 
幼稚園融合班舞蹈表演 

開訓典

禮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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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騎

員

培

訓

課

程   

 

(陪騎實務演練) 

陪騎員

培訓課

程 (劉

金枝馬

術治療

師示範

陪騎技

巧) 

 

陪

騎

員

培

訓

課

程 

 

陪騎員

培訓課

程:ROC

傷健策

騎協會

王挽華

理事長 

 

陪

騎

員

執

行

暖

身 

 

騎乘前

說明和

示範暖

身操

(劉金

枝 馬

術治療

師) 

 
馬

術

治

療

課

程

開

始

了  

騎乘體

驗—與

馬兒奇

妙的相

遇和感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