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 社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物 理 治 療 師 公 會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澳洲高階骨科徒手治療：整合評估之原則與應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復健科 

【課程時間】108年 03月 31日(星期日)  8：30-19：00 

【課程地點】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E棟十四樓 E1教室 

【課程簡介】 

在骨科徒手治療的臨床過程中，常會有腦袋亂成一團，不能有效整合所

得到的資訊，或是不甚了解評估的重點與精神，只是一昧把腦中的影像，散

亂的運用出來。在本課程中，將著重於臨床推理(clinical reasoning)、如何整

合臨床知識，及如何於問診與理學檢查中，提昇評估的能力。同時介紹澳洲

物理治療最重要的人物 Maitland的 movement diagram，與其臨床用途。 

楊文輝物理治療師是台灣第一位於澳洲國立南澳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的

操作物理治療碩士課程畢業的物理治療師。此課程是以上課及臨床實習，而

不是以研究論文的方式得到的臨床碩士，著重於專業的臨床能力。此課程是

物理治療在世界上的第一個研究生課程，起源於 Maitland 於 1965 年在

Adelaide 的 3 個月脊椎操作課程。Maitland 是徒手治療國際權威，對世界徒

手治療有極深遠的影響，也是 1974 年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thopaedic 

Manipulative Physical Therapists 四位創立者之一。南澳大學是 Maitland 教書

的地方，也是國際知名 neurodynamics 學者 David Butler 和國際級 clinical 

reasoning專家 Mark Jones念書與教書的地方。 

楊老師於南澳大學求學時，額外選修 Mark Jones的 clinical reasoning課程，

接受一對一的特別指導，之後整合成 clinical reasoning approach。台灣物理治

療繼續教育課程中，是第一位專門講授 clinical reasoning。在 clinical 

reasoning方面，有更深入的傳承，更雄厚的實力，更悠久的教授經驗及高度

的熱誠，是學習 clinical reasoning的最佳選擇。 

 

【授課講師】    楊文輝物理治療師 

學經歷：Master of Manipulative Physiotherapy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物理治療學會認證主治物理治療師 

Qualified reviewer of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PEDro) 

現  職：新店耕莘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兼任專業技術教師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大學部物理治療臨床推理授課教師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班高等骨科物理治療授課教師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協同教學業界專家 

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高階骨科物治臨床技巧及論證授課教師 

 



【招生名額】80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放本會有效會員報名，108年 03月 01日起，開放非本會

物理治療師(生)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截止日】108年 03月 15日（星期五）凌晨 12點關閉截止 

【報名費用】主辦單位有效會員 500元，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師/生 1000元 

【課程時間表】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Introduction to clinical reasoning 楊文輝 

09:30-11:00 Hypothesis categories 楊文輝 

11:00-11:20 休息  

11:20-12:20 Principle of subjective examination 楊文輝 

12:20-13:30 午餐  

13:30-14:30   Principle of subjective examination (continued) 楊文輝 

14:30-14:50   休息  

14:50-16:50   Principl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楊文輝 

16:50-17:00   休息  

17:00-18:00   Principle of management 楊文輝 

18:00-19:00   Selection of treatment based on movement diagram 楊文輝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報名方式】視學員身分別採用不同報名管道，詳如下說明： 

(1) 本會學員報名路徑： 

線上登記報名匯款傳真或 MAIL 回傳匯款單據等待審核錄取(錄取

名單同步更新於網站)。提醒：回傳匯款單據請註記姓名及收據抬頭需求！ 

新北 PT 會員的帳號為個人的身分登字號(英文字母大寫)，密碼為個人身分

證字號後四碼+出生月日四碼。(忘記密碼者，可按「忘記密碼」，系統會重

新發送密碼。若未獲任何反應，歡迎致電本會行政中心 02-2922-9808 洽

詢。) 

(2) 非本會學員報名路徑： 

線上登記報名匯款傳真或 MAIL 回傳匯款單據等待審核錄取(錄取

名單同步更新於網站)。提醒：回傳匯款單據請註記姓名及收據抬頭需求！ 

按我下載劃撥單及劃撥資訊 

 

【劃撥資訊】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劃撥帳號：50121213  

【線上登記網址】 http://www.newtaipeipt.org.tw/ 

  

http://www.pt.org.tw/ntpt/uploads/b2069059dd6f163d77021d619ba4eb03.pdf
http://www.newtaipeipt.org.tw/


【課程注意事項】 

1. 希望學員可穿著短褲及拖鞋，女生勿穿裙子 

2. 本課程不提供茶水，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 

3.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為維護上課品質，上午的第

一節課遲到 15分鐘以上，本會將不提供簽到，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

錄。 

4. 學員如因故無法上課，請事先告知回電(訊)本會行政中心取消，以節省資

源。 

5.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者，申請退費方式如下說明: 

5.1 請於法定工作日提出退費。若於非法定工作日提出申請者，其提出申

請的日期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5.2 請利用電子郵件向公會提出申請，郵件內文請說明個人資訊(會員編

號、姓名、課程時間)和取消原因，並同時檢附存簿影本。上述退費資

訊及文件需完整檢附，得視同完成退費申請。 

6.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者，退費標準如下說明:（以工作日計） 

 

 上課日前 7前 上課日剘 3至 7天 
上課日前 3日以內 

(含上課當天) 

日期區間 108/3/20以前 108/3/21-108/03/26 108/03/27-108/03/29 

課程報名費 500/1，000元 500/1，000元 500/1，000元 

退費比例 90% 50% 不退費 

劃撥手續費 30元 30元 0元 

郵局劃撥處理費 20元 20元 0元 

退費金額 400/850元 200/450元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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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上課地點：財團法人天主教新店耕莘醫院 Ｅ棟十四樓 E1 教室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E 棟 14 樓） 

2.公車路線：http://www.cth.org.tw/?aid=608&iid=3   

★注意：公車 941 假日停駛。 

3.自行開車：◎安康交流道：下交流道往新店台北方向→直行往中央路→右轉

中正路→直行即可到達本院 

◎新店交流道：下交流道往新店方向後左轉→直行中興路→經陸

橋後於民族路口左轉→直行即可到達本院 

4.停車資訊：http://www.cth.org.tw/?aid=608&iid=4 

 

http://www.cth.org.tw/?aid=608&iid=3
http://www.cth.org.tw/?aid=608&iid=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