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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再設計的輔具應用對肢體障礙者 
工作狀況之影響：以手工業為例 

張玉山 

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 
 
本研究目的包括：一、了解肢障工作者從事手工業的工作特性與困境；二、

分析手工業肢障工作者對輔具的需求，並進行輔具應用與調整；三、探討職務再

設計的輔具應用對肢體障礙者（肢障者）工作的影響。透過三個肢障個案的探

究，以及實地為其中一位個案 Z 發展與應用輔具，再以深度訪談為主要的資料蒐

集方法，透過歸納式分析及持續比較法來分析資料，並以三角檢證建立研究的可

信度。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結果包括：一、本研究個案從事手工業的基本工作內

容，與一般人無異；創作前端的設計與構思，與常人相同；所需創作技巧與加工

技術，多是從工作中（師徒制）習得；所使用之工具也大多與一般創作者一樣，

少數是自行改裝；手工業創作的工作要求與專注度很高，會直接與間接受到肢障

的影響。本研究個案從事手工業所遭遇到的挫折，包括收入較低、欠缺親友精神

支持，以及特殊創作材料取得不易。二、身體機能的缺陷會造成本研究個案在活

動上的限制，甚至會引發其他生理上的傷害；會引起自卑、憂鬱、消極等心理狀

態；影響創作工作的勞力表現與技術表現。不僅影響工作效率，也影響就業率。

三、本研究個案需要借助特殊的工具來完成工作，包括自行改良的手工具以及搬

運用的電動工具；輔具的應用，有助於改善工作效率、方便、安全及品質；具體

的輔具需求是支稱背脊的支架、搬物器具，以及舒緩臀部疼痛的坐墊。四、本研

究個案的問題在腰、臀、腿的支撐力不足與疼痛、搬運物件困難、工作環境距

離、與通道高低落差等問題。本研究結果指出，經討論採用的改善方法，包括改

善工作方法、改善工作設備、改善工作環境，以及使用輔具。而經持續調整輔具

與追蹤發現，其工作時間明顯增加、可創作的作品尺寸或幅度明顯加大、工作疲

憊與生理痛苦減輕，也提高工作的滿意程度。 
 

關鍵詞：肢體障礙者、手工業、輔具、職務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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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年來，政府透過推動身心障礙福利政

策，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從社會上的依賴者變成

生產者。根據勞委會 2007 年的身心障礙者勞

動狀況調查，15 至 64 歲的身心障礙者中，就

業者占 22.8%，失業者占 4.6%，非勞動力占

72.6%；其中，身心障礙者投入人數最多的行

業是製造業，就業人口中只有 4.5%是專業人

員（行政院，2007），其他大多為販售員或操

作工等較低技術性且低門檻的工作類型（王國

羽，2004），無法充分發揮其創新潛能與專業

能力。 
而手工業的範疇相當廣泛，例如：臺灣工

藝研究所將手工藝品分為竹材製品、籐材製

品、木材製品、玻璃製品等 13 大類（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2005），各種手工藝品的工作內

容與所需技術，有很大的差異。由於身心障礙

者的障礙類別繁多，每個人的狀況也不盡相

同，手工業的多樣性正可以因應個體不同的身

心障礙特性與需求（Bechtel & Cook, 2005），
提供不同的工作與職務，讓他們得以發揮潛

能。況且手工業的工作十分強調設計與創作

（謝宗榮，2002），應更適合肢體障礙者（肢

障者）來投入。 
此外，有研究指出，輔具的應用對身心障

礙者能力之提升，非常有幫助（胡名霞、柯志

昌、柴惠敏、吳英黛，2004），透過輔具的應

用，可以使身心障礙者進行職務再設計，方便

其完成工作要求，增進工作績效（吳亭芳、陳

麗如、陳柏予、蔡東和，2003），身心障礙者也

將能在手工業中有非常傑出的表現。但是，因

為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大多數工作場所為小型企

業，能夠獲得就業輔具協助者相當有限（吳秀

照，2007），因此，目前仍有許多身心障礙者迫

切需要就業輔具的協助（吳秀照，2007）。 

換句話說，手工業的多樣性、強調設計與

創作，適合肢障者投入就業，如果能提供適當

的輔具協助，將更有助於肢障者進行職務再設

計，並發揮潛力。因此，本研究旨在了解職務

再設計的輔具應用對肢障者從事手工業工作狀

況的影響，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理解肢障工作者從事手工業的工作特

性與困境。 
二、經由個案研究，分析手工業肢障工作

者對輔具的需求與調整策略。 
三、探討職務再設計的輔具應用對本研究

個案之影響。 

文獻探討 
一、肢障者的工作特性 

根據統計，臺灣 2009 年領有身心障礙手

冊者達 105 萬人，其中，以肢障者最多，占

37.6%（內政部，2009a）。肢障者依照生理缺

損部位，可分為神經系統受損、骨骼肌肉系統

受損、先天性畸形三大項，影響部位以上肢、

下肢、軀幹為主（謝明勳，2005）。 
再從就業現況來看，依據行政院（2007）

的調查，肢障者之就業率占身心障礙人口之

56.38%，為就業比率中最高的身心障礙類別。

而曾淑芬、劉捷文和林進興（2003）的研究則

發現，肢障者從來不曾工作者約占 44.2%，顯

示出雖然肢障者在身心障礙類別中的就業率是

最高的，但卻仍有超過四成的肢障者無法順利

就業。至於身心障礙者人力的低度開發，造成

的原因有很多，屬於身心障礙者個人的因素包

括傷殘本身的限制、教育程度的限制、工作技

能的限制、自我態度不當等（黎玉琴，2007）。 
紀佳芬、林毓堂和劉子歆（1999）指出，

肢障者是所有身障類別中就業最不受限制的，

而適合的職種以不須時常走動或是進行高難度

動作為主要的考量。特別是大多數下肢傷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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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上肢動作能力與常人無異，除了某些高

難度動作能力需求的職業外，其餘的職群，大

多數肢障者都能勝任。 
如前所提，由於各個肢障者的障礙部位及

程度不同，受到的限制也會有所不同。根據勞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2000）的報告，上肢損傷

者在上肢的關節活動、協調度或力氣上有所限

制，難以從事需要雙手操作的工作，且在工作

耐力及速度上有明顯的缺失；而下半身損傷

者，在雙下肢之關節活動、力氣及協調度上受

到限制，因此，有變換姿勢或移動上的困難，

並且在平衡功能上常有缺失，往往不能從事需

要高度平衡功能的工作。經分析身心障礙者的

工作限制，如以下肢截肢者來說，在每天八小

時的工時中，可以移動的最大時數只有一小

時，且無法在不平穩或有階梯的工作場所中工

作；而下背損傷者的工作限制，則是不能抬高和

搬運，抬高的最大限制是 20 磅，且重複地抬高

及搬運，最多不能超過 10 磅（劉佳華，2006）。 

二、手工業的工作特性 

近年來，世界各國開始重視自身獨特的民

族文化與精緻生活，而傳統手工藝品是民族文

化的表現，更是文創產業的基礎（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2005；黃佳琪，2007）。工藝品屬於

實用生活美學，創作者透過工法、技術，將自

然的物質素材加以改造（翁徐得，2005），同

時兼具實用、美感及文化價值（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2005）。手工業產品的分類眾多（行政

院勞工委員會，2005），而創作者本身技術的

良窳、材料的差異、工具的運用，則是影響工

藝品優劣的主要因素之一（謝宗榮，2002）。 
以木雕工藝創作為例，其主要步驟包括選

材與設計、切割（雕刻）與成形、磨光與塗

裝，以及表面裝飾（黃佳琪，2007）。再以手

工傘為例，傳統手工傘的製作過程十分繁複，

主要程序包括將孟宗竹浸水一個月，再劈竹製

作長傘骨及短傘骨；鑽孔、牽線，將傘頭及長

傘骨、短傘骨纏繞固定；以柿子油將傘紙貼在

傘骨上；貼好傘紙、製作傘柄，將撐收傘用的

傘碼安進傘柄；曬乾後作畫陰乾；塗上防水桐

油；最後在短傘骨的鑽孔處穿上棉繩，以加強

固定短傘骨（蕭文信，2007）。 
從上述的製作流程可以看出，手工業共通

的、同時也是必備的能力，第一項就是材料選

擇，而常見的材料有木、竹、石、土、金屬、

紙、布等（謝宗榮，2002），換言之，挑選適

合的材料是創作者必須具備的能力之一；第二

項是設計構思，由於手工藝品常是創作表現，

創作者必須具備對生活的觀察力、感受力、構

思與設計規劃等能力；第三項是創作技術，常

見的技術包括雕刻、塑造、延燒、編織、剪

裁、鑲嵌、鍛鑄、染印等（謝宗榮，2002）。
此外，創作技巧的磨練與經驗的累積，也是非

常重要的。 
由於手工業相當重視創意與設計，應可讓

身心障礙者充分發揮其巧思，適於身心障礙者

投入與表現其才能，因此，國內相關機構即為

身心障礙者開辦許多訓練課程，在考量操作力

氣與複雜度等前提下，設計許多手工藝的訓練

課程，以擴展其學習型經濟產業及文化創意產

業的就業能力（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2009）。此外，中華民國工藝發展協會、臺灣

省手工業研究所（現為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等機構就持續舉辦身心障礙人士工藝創

作競賽（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學會，2003）、身

心障礙人士工藝創作競賽（國立臺灣工藝研究

所，1997），鼓勵身心障礙者發揮他們在手工

業方面的設計潛能。 

三、輔具應用與職務再設計 

根據我國「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

式及補助準則」（2008 年 2 月 12 日修正），職

務再設計係指協助身心障礙者排除工作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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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工作效能促進就業，所進行之改善職場

工作環境、工作設備、工作條件、提供就業所

需之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2008，2009）。 
在實務作法上，職務再設計係指為身心障

礙者實施工作分析後配合工作能力評估（如身

體狀況、精神狀況、學識、職業經驗等），找

出身心障礙者無法完成工作要求的原因和困

難，進而調整工作內容、職務內容或改善工作

環境，消除身心障礙員工的負擔，且身心障礙

者也不影響工作及其他員工的情況下，提高產

能完成工作（吳柱龍、祝旭東，2007；邱滿

艷、韓福榮，2007；豐原醫院，2011）。相關

的具體工作程序，包括：（一）問題界定、

（二）職務調整、（三）調整設備、（四）使用

輔助器具、（五）使用輔具於不同情況、（六）

調整輔具、（七）設計新輔具、（八）變更職

務、（九）回歸審視和重新界定問題，以及

（十）持續執行職務再設計改善措施十個步驟

（徐業良，2005；豐原醫院，2011）。 
許多實證研究結果指出，透過職務再設

計，例如：工作內容的調整、改變工作場所的

設備，以及輔具的應用等措施，可以使身心障

礙者方便完成工作要求，增進工作績效，還可

以增加身心障礙者的受雇率（吳亭芳等，

2003）。而輔具則扮演橋樑工作，提供身心障

礙者合適的介面來操作機具設備，使其更能突

破職場上的障礙，增進工作適應，以增加就業

穩定度及生產力（馮雪鴻，2008；劉佳華，

2006）。行政院社會福利推動委員會在 2009 年

提出的《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白皮書》中就指

出，肢障者就業的問題主要在於行動不便，所

以，職場無障礙環境、職務再設計和就業輔具

的支持，都是特別重要的（內政部，2009b）。 
臺北市勞工局在 1998 至 2007 年間接受職

務再設計的個案中，最多的補助項目是提供就

業輔具，占 52.6%，其中，肢障者在核定補助

者中占 26.3%，顯示肢障者在就業時具有使用

輔具的需求（國立陽明大學輔助科技研究中

心，2008）。由於目前輔具的樣式、種類及功

能均相當多樣化且日新月異，輔具的適用性也

是一大問題。而且如對員工障礙狀況、工作內

容及遭遇問題欠缺正確的了解，提供的輔具不

一定能符合身心障礙者所需（馮雪鴻，2008；
劉佳華，2006）。因此，如何充分了解身心障

礙者的需求，提供適合的輔具，以利其進行職

務再設計，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從以上文獻發現，基於手工業的多樣化與

肢障者之個別差異，透過職務再設計的輔具應

用，應該是改善其工作狀況的較佳方式。此

外，為求輔具應用的有效性，對肢障工作者從

事手工業的工作特性與困境，以及手工業肢障

工作者對輔具的需求，必須先有深入的了解，

才能據以發展輔具；而在輔具使用上的不斷測

試、適應與調整，更是確保輔具應用效果的必

備條件。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肢障者從事手工藝行業

的工作特性與困境，以及輔具應用的需求，實

地發展、試用、調整適合的輔具，並探討該輔

具應用對工作狀況的影響。基於上述目的，本

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透過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來蒐集研究資料。 

一、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對象尋訪不易，透過學校特教

單位、專業學會（身心障礙學會）及媒體訊息

（報紙及網路新聞）等，方覓得三個研究個

案，並願協助本研究之進行，其相關背景如下

所述。 
X 先生從小罹患小兒麻痺症，導致右下肢

障礙，行動需依靠支架支撐，外出有時會以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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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代步。X 先生自小即開始學習家具木工，奠

定其木工技術之基礎；之後，為減輕對身體造

成的負擔，開始木雕創作的生涯。在 X 先生

十多年來的創作生涯中，也歷經親人反對、經

濟窘困、生活艱辛，但仍不減其對創作的熱

忱。在 X 先生努力不懈與堅持下，作品終獲

大眾肯定，屢獲獎項，並受邀擔任木雕研習營

的講師，投入培育木雕藝術人才的行列。 
Y 先生因腦性麻痺，導致右上肢手腕以下

喪失部分功能，無法進行抓握。曾從事陶瓷、

藤椅等手工藝，但卻屢屢失敗，直到進入雨傘

工廠打零工，利用工作之餘在旁觀察，終於學

會雨傘的製作方法，之後便全力投入手工傘的

製作。二十幾年來，雖然受限於資金及身體障

礙，Y 先生對手工傘的設計與製作仍始終堅持

著理想與嚴謹度。努力至今，Y 先生的手工傘

終於在網路上大受好評，並拓展其銷售市場。 
Z 先生自幼罹患小兒麻痺症，導致下肢障

礙，需依賴拐杖行動。但數年前因發生車禍，

已無法繼續使用柺杖，全需仰靠輪椅方能行

動。其後，又因右手過度使用，致使手指肌肉

萎縮，已無法拿起紙張等動作。Z 先生畢業於

美工科，曾接受過完整的專業訓練，並曾師事

多位陶藝專家，具備專業素養，因此屢獲獎

項。Z 先生於數年前成立個人工作室，除接受

訂單外，並開設陶藝教室。但近年來訂單減

少、學員流失，再加上右手日漸萎縮，使得 Z
先生的陶藝創作面臨更艱鉅的挑戰。 

二、研究程序 

本研究對個案一（X 先生）及個案二（Y
先生）進行訪談評估後，因兩位個案所需要的

輔具設備較為昂貴，本研究僅能協助其向相關

單位提出補助申請。 
而對個案三（Z 先生）的研究程序，則參

考前述文獻探討的「（一）問題界定、（二）職

務調整、（三）調整設備、（四）使用輔助器

具、（五）使用輔具於不同情況、（六）調整輔

具、（七）設計新輔具、（八）變更職務、

（九）回歸審視和重新界定問題，以及（十）

持續執行職務再設計改善措施」十個步驟為基

礎，經同步與 Z 先生討論後，研採包括以下七

項研究程序，如圖一： 
（一）問題界定：分析研究對象的工作概

況、面臨的問題，以及對輔具的需求。 
（二）調整設備及輔具：導入輔具設施

（背脊支架），調整工作設施與環境（重新調

整工作空間及轆轤的位置）。 
（三）改變工作內容：使用輔具於不同情

況，改變工作內容。 
（四）改善輔具：持續調整輔具（嘗試不

同種類的背脊支架、調整背脊支架的固定方

式、在牆上的固定位置等）、改變輔具設計

（更換為可調式扣夾帶）、導入其他類型的輔

具（加上氣壓式坐墊）。 
（五）變更職務：改變工作環境（包括坡

道、上釉地點等）、工作內容（去除搬運工

作、擴大作品尺寸等）、工作效果（延長工作

時間等）。 
（六）評估成效：分析與評定職務再設計的

效果（工作時間、作品質與量、工作感受等）。 
（七）回饋與再設計：追蹤成效，審視和重

新界定問題，持續執行職務再設計改善措施。 

 
問題界定 調整設備及輔具 改變工作內容 改善輔具 變更職務 評估成效 

 
回饋與再設計 

圖一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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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與資料蒐集 

訪談法常適用於了解研究對象的感覺與看

法的研究（卯靜儒，2004），因本研究旨在了

解肢障者在從事手工業的現況，以及輔具應用

與需求等的真實狀況、感受與意見，故採用深

度訪談做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經事先徵詢研究對象的同意，同步進行訪

談錄音。正式訪談共實施六次，X 先生進行兩

次訪談，時間約為 2.5 個小時，訪談地點為 X
先生之工作室；Y 先生則訪談四次，訪談時間

分別為 1.5 至 2 個小時，訪談地點為其銷售

處。Z 先生訪談六次，時間分別從 1 至 3 小時

不等。訪談過後，依錄音檔內容撰寫逐字稿，

做為資料分析的依據。 

四、研究工具 

（一）研究成員 
本研究執行深度訪談的三位研究人員都曾

經接受過質性研究或訪談技術的研習訓練，或 

修習質性研究法課程，並有從事相關研究工作

的經驗。 
在研究過程中，本研究並定期向職務再設

計專家、特殊教育專家、輔具專家（三類專家

均為大學教授，並主持國科會與教育部相關研

究計畫）進行專家諮詢，以確保研究進行之適

切性與信效度。 
（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依文獻探討的結果，發展訪談問題

的初稿。再經六位學者專家討論與審查後，加

以修正而完成正式訪談的問題大綱，如表一。 

五、資料編碼與分析 

為便於本研究訪談資料的整理與辨識，首

先將資料進行初步的編碼，為首的英文字母代

表發言者，中間的數字為該資料取得的日期，

最後的數字則為該筆資料的流水號。編碼方式

如表二。 
編碼完成後，再以訪談項目為基礎，依其

所屬項目加以歸類，其分析方式如表三。本研 
 

表一 訪談問題大綱 
面向 問題項目 問題 

生理 你身體的障礙有哪些？ 個案現況之問題 
生活 你的障礙對於生活造成哪些困擾？怎麼克服？ 
工作經歷 曾經做過哪些工作？面臨哪些困難？為什麼會從事手工傘的製作？ 
工作障礙 你的障礙會影響工作嗎？怎麼影響？如何改進？ 
介紹~材料 你的手工傘材料來源？怎麼選用材料（防風、紫外線等）？這些材料

需要哪些特別的處理？ 
介紹～製作 簡述工作歷程。在製作上，哪些步驟容易出錯？哪些步驟對你來說最

困難？手工傘製作的技能是如何學會的？目前多久能製作一把手工
傘？ 

工作相關問題 

介紹~銷售 剛開始如何販售手工傘？目前最主要的銷售管道是什麼？ 
認知 你知道什麼是輔具嗎？ 
申請管道 你知道要如何申請輔具嗎？ 
使用經驗 曾經使用過輔具嗎？自己改良的還是申請的？該輔具的項目是什麼？

用途是什麼？當初為什麼會想要這些輔具？ 
工作需求 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時，最大的困難是什麼？做了哪些努力克服困

難？目前仍存在的問題是什麼？ 

輔具相關問題 

輔具需求 你希望有哪種輔具能夠幫你克服手工傘製作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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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資料編碼說明 
發言者 編碼 內容 

蕭姓研究員 H_981106_01 
一開始可以針對你的身體狀況介紹一下，因為我們知道說你有小兒麻

痺，那其他方面有什麼困擾嗎？ 
李姓研究員 L_981106_01 所以，你是原本先天的。 
洪姓研究員 W_1000509_11 那工作中途休息的時間呢？ 

X 先生 M_981106_01 
其實很多身心障礙朋友都有自卑感，家庭背景比較不好的會屈就環

境、忍氣吞聲。 

Y 先生 C_981031_01 
有很多種，我的傘，外行人會問一天做多少支，其實這是天方夜譚的

事情，一個月也做不好一支，所以要分開做，這很難說啦！ 

Z 先生 Z_990416_25 
對，因為我們沒有腰力嘛，我現在是有扶，大概這樣我手一放掉，就

整個趴下去。 

 
表三  資料分析方式說明 

如何學習製作手工傘技術 

訪談者 受訪者 

編碼 內容 編碼 內容 

M_981106_85 
一般身為美學家，基本上眼力要

好，然後他的思維主觀要清楚。 L_981106_10 
以你的觀感，做為一個木雕創作

者，必須具備哪些能力？ 
M_981106_87 然後要多想、多看、多做。 

 
究以歸納式分析（inductive analysis）做為主要

的資料分析方法，並以分析者建構的分類範疇

（analyst-constructed typologist）（引自李政賢譯，

2006）來進行資料分類，進而建立理論架構。 

六、研究的信效度 

本研究的資料蒐集、資料分析與歸納過程

係透過多元參照觀點，包含研究成員間及資料

來源等的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研究成員從

多元面向對個案進行資料蒐集、分析與詮釋，

並持續比較，以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度（The 
Global HIV/AIDS Initiatives Network, 2006）。 
（一）三角校正 

在資料來源方面，本研究所蒐集的資料包

括深度訪談紀錄及參訪攝影照片；在資料提供

者方面，本研究的深度訪談由三位研究人員共

同進行，事後比對訪談資料紀錄無誤；在資料

分析者方面，由研究成員分別進行分析與理論

建構，並比對分析結果的妥適度與一致程度。 
（二）持續比較 

首先根據現有資料撰擬定初步主張

（assertions），再將後續蒐集的資料與既有資

料進行分析比對，不斷地確認及修正主張，以

持續比較及歸納分析來提升主張之可靠度

（trustworthiness），並透過反面例證的搜尋，

來確認研究結果的可信度。 
（三）研究結果的再確認 

請研究對象再次確認研究資料的分析結

果，以免本研究有誤解或過度解釋的情形。 

七、研究倫理 

本研究以人為研究對象，首重研究倫理，

所採之相關作為如下： 
（一）參與者意願 

本研究在進行研究之前，先徵詢參與者意

願並簽署同意書，內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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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時間與日期，以及保護隱私聲明。 
（二）不傷害參與者 

本研究的研究場所為參與者的家裡，舉凡

所有的人事物都是參與者的個人隱私，研究人

員謹守分際，不探看、不探聽，以免對參與者

的生活造成任何干擾。 
（三）誠實不隱瞞 

所有研究資料均交由參與者確認內容，避

免研究者誤解或過度詮釋。 

研究發現 
一、分析肢障者從事手工業之工作

特性 

（一）手工業技術的習得 
本研究個案為三位手工業的創作者，以開

設個人工作室來經營自己的手工藝事業，其中

有兩位並沒有接受正規的技術職業教育或職業

訓練，另一位則畢業於高職美工科。有關專業

技術的習得，如下紀錄： 

Y：我本來是做臨時工、掃地、拿傘
布、材料那些有的沒有的，做傘是偷

學來的。（Y_981031_19） 

Z：我以前是在美工科，陶瓷老師就
跟我說，你來學校建教合作的陶瓷工

廠 ， 我 就 在 那 邊 學 唐 三 彩 。

（Z_990416_69） 

也就是說，三位個案學習創作技術的管

道，皆透過工作中的學習以及師徒制而習得。 
（二）創作前端的設計與構思歷程 

做為一個創作者，除了技術上必須不斷的

磨練、精進外，X 先生認為，對於雕刻作品的

文化背景及意涵等相關知識，也應有相當的了

解（X_981106_37）。此外，創作靈感的迸發及

情感的表現，是打造一件手工藝品的重要因

素，做為美學家與藝術創作者，除了技術方

面，靈感的來源主要還是靠創作者對生活周遭

事物的觀察（X_981106_85），以及創作者個人

的思維與理念，觀察力及個人思維也是很重要

的（Z_990416_129），這些都和一般人一樣。 
（三）手工創作所使用的基本工具 

就木雕而言，X 先生常用的工具有電鋸、雕刻

刀 、 槌 子 、 氣 動 過 濾 器 、 砂 輪 機 等

（L_981106_28；X_981106_158；X_981106_160；

X_981106_161）；Y 先生的手工傘工具以鉗子、

裁縫機、三角板等為主；而 Z 先生的陶藝工作

所使用的轆轤、修柸工具、電窯等，也都與一

般從業工具相同（Z_981212_89）。除了少數針

對個案身體需求的工具外，大多數的工具均與

一般創作者相同（Y_990429_55；Y_981212_112；

L_990429_32）。 
（四）工作的要求 

X 先生認為，工作效率主要是受到創作當

下的情緒所影響，一旦情緒被外界所干擾，創

作 的 靈 感 就 頓 失 ， 無 法 繼 續 創 作 下 去

（H_981106_19；X_981106_121）。而 Y 先生

的工作效率，主要是取決於對手工傘的滿意

度，為了提升手工傘的品質，他花了許多時間

在手工傘的製作上，直到他滿意為止，因此，

也影響到他的工作效率（ H_981031_17 ；

Y_981031_30）；Z 先生受到病情持續惡化的影

響，工作效率逐日衰減，但其表示僅影響到工

作速度，工作品質還能保持過去的水準。由此

可見，三位個案對作品的要求很高，也很專注

於創作，但是，就像一般創作者一樣，情緒與

靈感還是會影響工作效率。因此，肢體障礙依

然會間接影響手工創作的專注度、情緒及靈

感，而影響工作的效率，如以下紀錄： 

H：那會因為手萎縮的關係，影響到
作品的品質嗎？（H_990422_17） 

Z：不會，但因為手萎縮的關係，速
度會變慢。（Z_990422_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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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事手工業的挫折 
在 X 先生和 Y 先生從事手工業的過程

中，分別曾因受到家人的反對或是他人的歧

視 ， 而 帶 給 他 們 很 大 的 心 理 壓 力

（X_981106_20）。例如：Y 先生原先在家具製

作的收入不錯，卻為了自己的理想改為從事木

雕創作，縱使親友極力反對，他對於製作手工

傘 仍 懷 有 很 大 的 抱 負 （ Y_981031_15 ；

Y_981031_20）。Z 先生因為幾年前發生重大車

禍，使得原本持拐杖的情況，變成要以輪椅代

步，行動更為不便，再加上小兒麻痺持續惡

化，手掌與指節的施力變差，連帶地影響創作

速度，適逢經濟不景氣，原本訂單數量也就下

滑（Z_990416_93）。 
在創作的過程中，X 先生和 Y 先生都曾面

臨到無法進一步突破的困難，其中，X 先生主

要是無法表達出自己內心的靈感，而 Y 先生

則是因為經費、材料的問題，使製傘的技術始

終無法突破而感到挫折，因而無法在手工傘的

創作上獲得很高的成就感。如以下紀錄： 

X：有些高難度，……怎麼去挖空，裡
面刻的正正方方的時候，這樣高難度

的技術怎麼去做？（X_981106_148） 

Y：天天在想，想到頭破血流，第一
個是金錢的問題，第二個是財力的問

題，第三個是民生的問題。有好的材

料也拿不到。（Y_981031_43） 

因此，三位個案在手工業創作所遭遇的挫

折，主要來自於收入（銷售或資金）、精神支

持、材料取得及技術突破。 

二、肢障者所處手工業之工作困境 

（一）肢體障礙對創作活動的限制 
由於肢體障礙的關係，三位個案在工作的

動作或移動都受到限制，如下紀錄： 

X：我們身體又很瘦小，年輕的時候

靠體力，到後來，晚上到了兩三點會

痛到醒過來，慢慢就有職業病。

（X_981106_03） 

Z：十年前醫生說我有兩種情況，一
種是濾過性病毒活化，另外一種是肌

肉過度使用，因為我什麼都靠手，所

以 肌 肉 過 度 使 用 開 始 萎 縮 。

（Z_990416_11） 

個案為了避免自己在工作的效率及成果上

不要落後他人，往往要求自己要比一般人更努

力工作，卻也因而產生了職業病。尤其是必須

依靠勞力工作的肢障者，過度使用正常的肢

體，反而帶來職業傷害。此外，X 先生必須使

用較大的力氣進行雕刻，由於下肢的限制，無

法像其他人一樣運用全身的協調性施力，而被

迫採用不適當的姿勢去施力，一旦工作時間較

長時，就會出現痠痛的現象。 
因此，個案在從事手工業工作時，常因肢

體障礙，導致活動受到限制，加上過度使用與

不當使用，甚至引發其他生理上的傷害。 
（二）肢體障礙引起的心理問題 

由於肢障者在身體機能上的缺陷，在外表

及行為上與一般人會有所差異，使得肢障者容

易因為害怕他人以異樣的眼光看自己，而出現

自卑、憂鬱的心理狀態（ H_981106_05 ；

X_981106_10）。而部分家庭背景或生活條件較

低的肢障者，則覺得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現都不

如一般人，而產生了屈服於現實環境的消極心

態（X_981106_17）。如以下紀錄： 

X：其實很多身心障礙朋友都有自
卑，甚至家庭背景比較不好的會屈就

環境、忍氣吞聲。（X_981106_01） 

X：我有點類似憂鬱的感覺，甚至現
在得了大腸急躁症，目前沒藥醫。

（X_981106_04） 

X：因為小兒麻痺症，後來產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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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很多問題解決不了，到後來很

累的時候，會去排拒。其實應該去面

對嘛！（X_981106_16） 

個案受到肢障的影響，常有自卑、憂鬱、

消極、缺乏自信的現象，而一旦被迫去面對外

界時，又會帶給自己很大的心理壓力。由於時

常生活在壓力底下，也引發了其他疾病（如 X
先生在腸胃方面的疾病）。由於這樣的腸胃疾

病是心理因素產生的，即使 X 先生有定時服

藥，卻依然無法根治。如何保持樂觀態度面對

問題、尋找抒發情緒的管道，積極面對人生，

是其重點。 
（三）肢體障礙對創作表現的影響 

由於小兒麻痺帶來下肢的障礙，X 先生在行

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無法正常蹲下，只能採用

彎腰的姿勢去拿取物品，長期下來，帶來腰部的

傷害（X_981106_30）；一旦需要搬運的物品較

為龐大時，甚至無法順利搬運，只能藉由吊車來

協助搬運。Z 先生則因肢體無力支撐，無法以正

常的姿勢來工作（Z_990416_58），如以下紀

錄： 

Z：因為我們沒有腰力嘛，都要一隻
手扶著。我手一放掉（像這樣），身

體 就 整 個 （ 癱 ） 趴 下 去 了 。

（Z_990416_25） 

Z：坐久了，屁股會痛，只好把屁股
斜一邊。你們做手拉坏可能一兩個小

時不會怎樣，我屁股就會痛的哇哇

叫。（Z_990416_84） 

此外，在雕刻的過程，也受到肢體障礙的

影響。X 先生受限於下肢的缺陷，力量無法有

效地施展出來，因此，在雕刻的技巧上，與一

般的木雕創作者有顯著的不同，甚至必須改用

電動的機械協助。就如同 X 先生所說，「因為

手的基本工必須紮實，很有力的時候，你可以修

刻過去。我的力量不是很夠，必須要靠蠻力一

次到底，否則都會刻歪掉」（X_981106_104）。 
因此，肢障因素對個案在手工創作表現的

影響，除了身體支撐、物料搬運之外，手工技

術表現常需要力道的配合時，也會受到影響。 

三、所需輔具之確認與設計 

（一）特殊工具的需求性 
X 先生與 Y 先生所使用的工具，大部分與

一般創作者相同，但因為他們在身體機能上的

不便，必須利用一些特殊的工具來協助他們完

成工作。例如：X 先生因行動上的不便，加上

無法搬起重物，除了使用升降機之外，更使用

吊 車 來 解 決 他 在 木 材 搬 運 上 的 問 題

（X_981106_151）。又如：一般裁縫機以右手

為慣用手，但 Y 先生因右手缺陷，遂特地尋

找左手專用的裁縫機（Y_981212_22），但儘

管如此，仍無法完全滿足工作上的需要，如下

紀錄： 

Y：有一種鉗子我改良過一次，是活
動式的。鉗子有輔助器，輔助器多大

它，就可以多大。（Y_981212_135） 

Z：因為我要做雕花，我會自己設計
一些小工具。（Z_990429_56） 

Z ： 要 做 改 良 ， 我 也 沒 有 錢 。
（Z_990429_61） 

因身體的限制，個案會尋找特殊的工具，

或者自行改良工具。但是，受限於經費及其他

因素，自行改良工具的效果也很有限，無法有

效地解決肢體障礙的問題（Z_990429_55）。 
（二）自行改良的輔具 

對 X 先生而言，要自行搬運重物是一大

困難。未使用吊車之前，在必須搬運重大木材

時，受到身體機能的限制，X 先生必須借助他

人的協助，相當不方便，連帶也影響到工作效

率。安裝吊車之後，X 先生藉由吊車的運用，

不需要再借助他人的幫忙，也降低了搬運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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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產生的傷害，解決了他在搬運重物時的困

擾。 

X：因為我還有這兩噸的吊車，雖然
不能左右移動，至少可以上下、前後

移動。（X_981106_168） 

X ： 我 靠 吊 車 就 很 輕 鬆 了 。
（X_981106_172） 

Y 先生在從事手工傘製作之後，也不斷地

尋找工具，並陸續找到適合的工具，且在製作

的過程中發揮了功效。Y 先生認為，做傘必須

要有自己的創意，不然做出來的傘就和別人大

同小異（Y_981212_98）。為了呈現自己雨傘

的特色，Y 先生運用了特殊的工具，雖然在製

作 手 工 傘 的 速 度 上 沒 有 顯 著 的 改 進

（H_981212_77），但是，在手工傘的品質、

外觀的精緻度以及手工傘的獨特性上，卻有明

顯的提升。 
因此，個案所自行改良的輔具，許多是小

型手工具，有助於改善工作效率、方便、安全

及創作的品質。 
（三）對輔具的需求 

Z 先生希望能有固定身體功能的椅子，可

以讓他在拉坏時，不會因為腰力的不足而前傾

（Z_990422_76）。此外，座椅可以隨著作品的

大小來調整高度（Z_990422_77）。而針對久坐

所造成的臀部肌肉酸痛的問題，則可以藉由坐

墊的使用來減輕臀部承受的壓力，如以下紀

錄： 

Z：因為一般小兒麻痺患者屁股會萎
縮，在開發輔具的椅子的時候，怎麼

讓椅子坐起來很舒服，不會讓他覺得

不平衡。（Z_990416_34） 

H：就比如說，兩邊屁股有氣壓可以
充氣調整嗎？（H_990416_08） 

Z：對，也可以。（Z_990416_35） 

所以，除了固定功能、高度調整功能之

外，Z 先生還需要能減緩疼痛的充氣坐墊。Y
先生則希望可以有一台電動的手推車，讓他可

以在搬運原土或是作品時，不用依賴太太的幫

忙，由自己完成工作（Y_990422_47）。因

此，個案之間會因為身體狀況、手工創作工作

性質的不同，而有不同的輔具需求。 

四、輔具應用的實際行動 

本研究透過與 Y 個案訪談，得以了解從

事手工業創作的工作特性，並於多次訪視並觀

察創作時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情形發現，Y 個案

之工作深受肢體障礙與空間影響。經多次徵詢

輔具專家及廠商意見，研究成員經多次開會並

考量經費問題，以我國現行職務再設計的補助

項目（行政院，2007；邱滿艷、韓福榮，

2007）中之改善職場中工作環境、提供輔具、

調整工作方法，幫助 Y 個案申請補助，以提

升從事手工業之職能。此外，經評估，Z 先生

的狀況屬於本研究可以協助的個案，因此，研

採改善作為。 
（一）輔具導入與職務再設計的改善作法 

Z 先生希望從事創作時，能免於：1.臀部

及腰力的不足所導致之重心前傾；2.臀部肌肉

萎縮，久坐導致痠痛；3.腿部肌肉萎縮無法自

主控制，導致創作時雙腿無法固定在轆轤兩

側。而 Z 先生在原土的搬運問題，由太太協助

（Z_990422_47）；受限於空間狹小，也已採用

簡 便 的 上 釉 工 具 ， 減 少 到 屋 後 上 釉

（Z_990429_37）；在工作場地有階梯的部分地

點，設置斜坡。 
除此之外，對輔具的需求如下紀錄： 

Z：需要有一種椅子，可以讓我們不
用怕會趴下去，類似一個繩子，可以

束著。（Z_990422_76） 

Z：然後在拉高的時候，椅子可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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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點（Z_990422_77） 

Z：因為一般小兒麻痺患者屁股會萎
縮，在開發輔具的椅子的時候，怎麼

讓椅子坐起來很舒服，不會讓他覺得

不平衡。（Z_990416_34） 

Z：我的腳很細，不像你們大腿有
肉，我現在腳沒肉，也沒力，靠在腿

上會歪來歪去，沒有穩定性，所以腳

很不方便。（Z_990422_67） 

因此，Z 先生除了上釉場所的問題之外，

還需要在拉坏作業時，提供增加身體支撐的支

架以及具有彈性的坐墊。研究成員與輔具廠商

經多次討論，並提供多種支架護具給 Z 先生試

戴試用，最終選定一組最適合的護背器材。 
研究成員進行後續訪視追蹤，了解 Z 個案

的工作情形與工作困境有明顯改善： 
1.手工業產業之職場設計與調整：調整工

作方法，由照護者搬運材料、設計簡易上釉工

具；改善職場之工作環境，如有地面高低差，

設置斜坡； 
2.輔具在手工業產業之效用：穿戴護背，

減少腰痠所引起的不適；氣墊座減輕臀部負

擔，工作時間增長；在轆轤旁加裝束帶，固定

左右大腿。 
(二)輔具應用與職務再設計的效果評估 

經不定期調整輔具的設計，並持續追蹤輔

具使用與職務再設計的效果，紀錄如下： 

W：那您原本一天工作是 5、6個小時，
那有了背架後呢？（W_1000509_5） 

Z ： 延 長 為 7 、 8 個 小 時 。

（Z_1000509_5） 

Z：改善很多，但有一點臀部還是會
痛，上半身是減輕負擔了，但下半身差

不多一個小時就很痛。（Z_1000509_6） 

Z：節省很多體力，以腰力來說，我

比一般人還要沒有力量，像以前做手

拉坯，大概傾斜 30 度，我整個人就
會趴下去，有這個背架就算傾斜 30
度，我一樣可以拉。（Z_1000509_7） 

W：所以牆上的可調式束帶拉住背
架，改善了傾斜角度的問題？

（W_1000509_8） 

Z：對，但每個身心障礙者脊椎側彎
的角度是不一樣的，有些輕微彎曲的

人 ， 30 度 對 他 不 太 成 問 題 。

（Z_1000509_8） 

W：那工作中途休息的時間呢？
（W_1000509_11） 

Z：嗯，之前我 2 個小時要休息一
次，後來是大約三個小時休息一次。

（Z_1000509_11） 

Z：現在做起來，比較不會那麼難
過，也比較能專心地做創作。

（Z_1000509_21） 

從以上資料發現，Z 先生的工作時間可以

明顯增加；可創作的作品尺寸或幅度也明顯加

大；工作疲憊與生理痛苦減輕；對工作的滿意

程度和投入意願也增加了，如圖二。 

 

圖二 背架輔具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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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具應用與職務再設計的後續期望 
在持續改善背架、坐墊、腳部固定支撐以

及環境改善之後，Z 先生很感謝本研究的投

入。經詢問後續的改善期望時，Z 先生希望能

做更大尺寸的作品（Z_1001216_07），也就是背

架必須能上下移動到一個人的高度（約 150 公

分）（類似站立式輪椅）（Z_1001216_12）。因本

研究的研究經費有限，必須向政府主管機關申

請補助，此可做為後續發展與研究的方向。 

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三位肢障個案從事手工業之工作特性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本研究三位肢障者從

事手工業的基本工作內容與一般人無異；創作

前端的設計與構思，與常人相同；所需創作技

巧與加工技術，多是從工作中（師徒制）習

得；所使用的工具大多也與一般創作者一樣，

只有少數是自行改裝；手工業創作的工作要求

與專注度很高，會直接與間接地受肢體障礙的

影響。而三位肢障者從事手工業的挫折，來自

於收入較低、欠缺親友精神支持，以及特殊創

作材料取得不易。 
雖然在《特殊教育法》及《職業教育法》

等法規之規範下，國內已建立良善的身心障礙

者職業教育，但是，傳統手工業原本就多以師

徒制方式來傳承（侯念祖，2000），並具有強

化徒弟職能發展功能，以及心理支持功能（吳

美連、劉曉寧，2001），也有助於進入該職

場。對肢障者來說，在正規技職教育的手工業

教學不足下（Minou, 2011），師徒制是僅有的

選擇。因此，學校特殊教育宜針對肢障生的手

工業技職教學（Minou, 2011），加強產業實習

與就業輔導機制，並提供創意設計等在職教

育，以充分發揮肢障者的創作潛能。 
此外，吳秀照（2007）也認為，社會與文

化在身心障礙者身心認知建構的過程中所形成

的歧視，是造成身心障礙者在就業時的阻礙之

一。而由本研究個案於從事手工業的過程中，

在精神支持、收入、創作材料取得等方面的挫

折也顯示出，手工業的肢障在職者對經濟、心

理及創作專業上的輔導需求（劉佳華，2006；

Farhoudian, Soleimaninia, Sadeghi, Jafari, Savari, 
& Saberi-Zafarghandi, 2011; The U.S. Depart-
ment of Labor, 2008）。 
（二）三位肢障者所處手工業之工作困境 

研究發現，三位肢障者由於身體機能的缺

陷，造成他們在肢體活動上受到限制，甚至引

發其他生理上的傷害，引起自卑、憂鬱、消極

等心理狀態，影響其創作工作的勞力表現與技

術表現。其他文獻也指出，肢障者因移動不便

與體能較差，影響工作效率（劉佳華，2006；

Farhoudian et al., 2011; Ferrier & Smith, 2010; 
Ipsen, Seekins, & Arnold, 2011；而負面心理狀

態與前兩者又互為因果，相互影響。 
三位肢障者出現肢體過度使用，在肌肉骨

骼系統產生痠痛症狀，甚至可能出現二度障礙

的現象（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2000 ；

Obringer & Franklin, 2004）。Y 先生及 Z 先生

下肢萎縮的影響，以肌力不足、行動不便、坐

姿不適為主，並造成進入工作場地的困難性及

影響其搬運材料。坐姿不適方面，則造成 Z 先

生拉坏時，身體容易因為腰力不足而前傾，而

且臀部肌肉萎縮也造成久坐易有痠痛感。這類

肌肉萎縮症的患者，也常具有脊椎側彎、含姿

勢、疼痛等問題（Richardson & Frank, 2009）。 
因此，三位肢障者在手工業從業時，對身體

支撐、搬運、手指精細動作方面，需要較多的輔

具協助，以達到較佳的工作表現與工作滿足。 
（三）三位肢障者所需的輔具 

根據資料分析發現，三位肢障者因生理上

的限制，需要借助特殊的工具來完成工作，包

括自行改良的手工具以及搬運用的電動工具；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90． 

在自行改良的輔具方面，許多是小型手工具，

有助於改善工作效率、方便、安全及品質（精

緻度）；具體的輔具需求是支撐背脊的支架、

搬物器具，以及舒緩臀部疼痛的坐墊。 
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輔具往往限於經費無法

加以開發，必須從現成工具加以組合或修正，

因此，通常是由身心障礙者或僱用單位花許多

時間自行設計、構思與想出解決辦法（邱滿

艷、韓福榮，2007；張世琦，2009）。而輔具

的使用，可以有效改善身心障礙者在工作上的

限制，有助於提升工作成效，減少就業阻力

（張耀仁、張萬志、王增勇，2010；Ferrier & 
Smith, 2010; Ipsen et al., 2011）。 

個案 X 先生因肢障者生理上的弱點，常

會造成身體局部的過度負荷，導致職業傷害，

因此，對護具（如對脊椎腰椎的保護）的需

求，相當殷切。研究指出，高達 79%的小兒麻

痺症患者皆需仰賴輔具行走，有些是重度患者

不得不倚靠輔具，最重要的是，輔具可以改善

疲累、肌肉無力、關節酸痛等現象（林貝遙，

2007），尤其使用減輕坐骨壓力和強化背靠支

撐的減壓坐姿，更可有效重新分配坐姿的負

荷，並降低腰椎的背部肌肉活動，有利於工作

中需久坐者（Makhsous, Lin, Bankard, Hendrix, 
Hepler, & Press, 2009）。因此，個案 X 先生極

需背部支架及其他支撐輔具。 
（四）透過個案研究，進行身心障礙者職務再

設計 
本研究分析 Z 先生的主要問題在於，腰、

臀、腿的支撐力不足與疼痛、搬運物件困難、

工作環境距離、與通道高低落差等問題。經本

研究共同討論改善方法，包括改善工作方法

（由其妻子協助原土搬運）、改善工作設備

（改用簡便上釉工具）、改善工作環境（改變

上釉地點、設置斜坡），以及使用輔具（穿戴

護背支架、使用氣墊座、使用大腿束帶等）。

經追蹤發現，Z 先生的工作時間明顯增加，可

創作的作品尺寸或幅度明顯加大，工作疲憊與

生理痛苦減輕，對工作的滿意程度和投入意願

也增加了。 

二、建議 

（一）精進肢障生手工業教育與訓練 
本研究個案都是透過師徒制投入工作之

後，才接觸到手工業相關的知識與技術。其

實，肢障者對手工業教育及訓練有很大的需

求，有關手工業的職業教育與職業訓練類別也

明顯不足（本研究三位個案中，就有兩位沒有

受過正規技職教育），加上許多國中與高中的

工藝課（生活科技）及家政課未正常教學，更

剝奪肢障生的手工藝學習機會，因此，學校教

育宜加強肢障生的手工業教學，並加強產業實

習與就業輔導機制。 
（二）提供肢障手工業工作者在職輔導 

本研究發現，個案常會有精神支持、收

入、創作材料取得等需求，如果能有專責機

構，提供輔導與協助，相信對其工作與生活將

有很大的幫助。此外，他們常因工作需要，發

展特殊的工具，也可以透過此專責機構提供觀

摩機會，並交換創作心得。 
（三）協助肢障者發展輔具 

雖然國內外主管機關都設有職務再設計及

輔具購買補助等措施，但是，本研究個案均指

出有很多工作輔具的需求尚未被解決。雖然廠

商可以提供現成的工作輔具，但是，廠商對手

工業工作不了解，無法進行工作分析，也就很

難有效地解決肢障工作者的問題。如果能透過

學術機構、學校與廠商合作，渴望能有效地設

計適合的輔具，進行職務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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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us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in job redesign 
on the working ability of craftworker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a)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peo-
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when engaged in craftwork; (b) to discuss the assistive tech-
nology needs of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when engaged in craftwork; (c) to ad-
vise the participant to use and adjust assistive technology in job redesign when engaged 
in craftwork; and (d)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us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in job redesign 
on the working ability of craftworker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Methods: There were 3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A set of assistive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for one of the sub-
jects.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administered to collect data. Inductive analysis and con-
stant comparis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Data were confirmed using constant 
comparison and triangulation. Results: (a) Craftworker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de-
signed and produced craftworks with the same competency as most people without 
physical disabilities. The idea generation and concept-designing skills of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were equivalent to those of most people without physical disabilities. 
The skills needed to produce products were learned through job experience. Although 
most tools us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 craftwork were the same tools used by people with-
out disabilities, the participants refined some tools independently. Craftwork involves 
numerous job requirements and a high degree of working concentration, and these quali-
ties were influenced by physical disabilitie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Many limitations 
in producing craftworks were caused by physical disability. Frustration commonly oc-
curred because of low income, lack of spiritual support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97．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special materials for craftwork. (b) Disability of physical function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work performance and work effectiveness of participants. In 
addition to physiological damage, physical disabilities can cause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inferiority, depression, and passivity as well. This not only affected the work efficiency, 
but also the employment rate. (c) The participants needed to use special tools for craft-
work. These tools included hand tools and power tools. Effectiveness, convenience, 
safety, and quality of the craftwork of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can be improved 
us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One participant needed specific facilities including body sup-
ports, carrying facilities, and a cushion to relieve pain. (d) The participant faced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support and pain in the lumbar region, buttocks, and legs. Thus, it was dif-
ficult for the participant to carry objects when working. Other problems included the dis-
tance of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overal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the high and low drops 
of passages. Conclusion and Implications: Numerous strategies of using assistive tech-
nology for job redesign in craftwork were adopted to solve the identified problems of the 
participant.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d refining working methods as well as the facil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us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after continually using and refin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the participant was able to 
work longer, produce larger products, feel less pain and fatigue, and become more satis-
fied with the work by us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in job redesign in craftwork. 
 
Keywords: physical disabilities, craft, assistive technology, job 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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