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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年 社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物 理 治 療 師 公 會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開業核心—謝章優臨床導向的迅速減痛療法與筋骨物

理治療開業關鍵Know How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受理報名窗口） 

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課程時間】105年 10月 22日 星期六 08：00-16：30 

【課程地點】國立台灣大學公衛學院公衛大樓 201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號〉 

【課程簡介】 

近年來在全民醫療知識大幅提升之際，很多需要復健治療的病患會選擇較有

隱密性及個別化的物理治療所尋求醫療服務。許許多多的復健醫療從業人員前仆

後繼的投入開設物理治療所之自行創業領域中。但面對醫療產業要自行開業沒兩

把刷子是談何容易，不斷地有治療師們投稿呼籲或期盼有新藍海的出現，是整體

的經濟景氣？是健保政策的改變？自己實力問題? 還是沒有正確方向與策略？

相信許多人都有類似疑問或不同的看法。此次，由公會聘請中外臨床業界資深級

的名家先進來跟大家分享。 

會中首先邀請台大物理治療系系友，旅美脊骨神經學博士謝章優教授發表近

40 年個人臨床觀察迅速減痛療法：成功案例精選與最新 Active cortical 

antinociceptive therapy (ACAT 療法)，會堂上傳授多種傳統及現代物理治療領域

的迅速減痛治療方法，更選取臨床精華案例，將以實際案例主訴，檢查（包括 x

光及MRI判讀），診斷及治療思考邏輯，配以簡短理論，呈現治療完整過程及效

果。學員可以完全進入謝教授的思想世界，協助學員縮短自我摸索的時間，以期

提昇自費市場解決病人疼痛的競爭能力。此外，本次課程也邀請國內選擇以筋骨

專科物理治療所開業的專家們一同分享運營理念，共襄盛舉:一是根據自己的興

趣專業，二是有明確的治療項目，如此以加強定位自身價值與提高競爭門檻。另

外，人際關係亦是相當重要的軟實力，認識不同專業領域的人，甚至做到異業結

合，進而也提升本身的競爭力，這樣路才走的寬廣、長遠。 

這次開業座談會實為難得，我們可以從講師們的經驗中，學習擴張自己的視

野，開始在心中勾勒出成功的方程式，積極規劃選擇自己的未來！ 課程名額有

限，額滿為止，歡迎各物理治療專業人員，對物理治療開業發展相關領域有跨界

合作興趣的朋友，可把握難得的學習機會，踴躍報名，額滿為止。 

 

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09：00-12：00  13：00-18：00 

Email：emily760619@gmail.com  電話： (02)2922-9808／(02)2922-8918 傳真：(02)2922-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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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表】 

時間 主題 講師 

08:00~08:30 課程報到（上午簽到） 

08:30~08:40 貴賓致辭 

08:40~09:30 Essential concepts for clinical pain management  謝章優 教授 

09:30~10:20 
The classical physical therapy procedures for obtaining 

immediate pain reduction 
謝章優 教授 

10:20~10:40 Tea Break 

10:40~11:30 
The contemporary physical therapy procedures for 

obtaining immediate pain reduction 
謝章優 教授 

11:30~12:20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sieh's ACAT technique 謝章優 教授 

12:20~12:30 Summary and Discussion 

12:30~13:30 Lunch Time（13:00 開放下午簽到） 

13:30~14:20 剖析物理治療師在筋骨領域的競爭策略 宋宏謙 顧問 

14:20~15:10 如何開業創造市場差異與價值的方法？路加經驗 梁維權 院長 

15:10~15:30 Tea Break 

15:30~16:20 如何開業創造市場差異與價值的方法？易康經驗 陳嘉仁 院長 

16:20~16:30 Summary and Discussion 

16:30~ 下課簽退（下午簽退）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學員名額】200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截止日】105 年 10月 12日（星期三）凌晨 1200關閉線上登記報名系統。 

【報名費用】新北市與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1,000元； 

台大物理治療系師生 1,000元（請檢附學生證正面影本）； 

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師（生）公會會員 1,200元。 

【報名方式】請至「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線上登記報名下載並填寫報名表

+匯款以傳真或 email 檢附報名表和匯款單據給本會行政中心

待費用核對完成錄取。（有任何報名問題，歡迎洽詢專線 02-

29229808） 

【線上登記系統】http://www.pt.org.tw/courses/courses_detail.php?indexs=134  

或是連結至本會網站後（http://www.newtaipeipt.org.tw/ ），請將頁面下拉至「主辦課程」尋找「開

業核心—謝章優臨床導向的迅速減痛療法與筋骨物理治療開業關鍵 Know How」資訊，並按下

「檢視」後，進行線上登記報名。完成線上登記報名後，請至本會「下載專區」下載報名表，或

見本簡章最後一頁。 

【劃撥資訊】劃撥帳號：50121213 

戶    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http://www.pt.org.tw/courses/courses_detail.php?indexs=134
http://www.newtaipei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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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 

謝章優(Chang-Yu John Hsieh, MS, PT, DC, CA)教授 

學經歷：台灣高等考試及格物理治療師 

美國加州執照物理治療師、脊醫師、針灸醫師 

美國夏普曼大學物理治療臨床博士(轉銜課程)(2016 年) 

美國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物理治療碩士 

美國南加州健康科學大學洛杉磯脊骨神經醫學院脊骨神經醫學院博士 

美國黃帝東洋漢醫大學針灸學程學位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學士 

現 任：謝章優脊骨神經復健中心院長(1988年至今) 

美國南加州健康科學大學洛杉磯脊骨神經醫學院(LACC)兼任教授 

美安公司營養學院(NutraMetrix)專業人士營養醫療顧問 

國家脊椎專家學會(NASS)會員 

宋宏謙 顧問/主治療師 

學經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士 

臺灣脊骨矯治醫學會脊骨矯治技術核心課程種子班結業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審定 主治療師 

現 任：中華健活協會常務理事 暨體態矯形委員會主委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專業發展委員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常務理事暨專業學術委員會主委 

易康脊足體態物理治療所 顧問兼主治療師 

宜興診所復健科與醫學矯治顧問兼主治療師 

舜復脊足理醫團隊 總監/總顧問 

梁維權 院長 

學經歷：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審定 主治療師 

前王恭亮診所復健部 主任 

前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現 任：路加物理治療所 院長 

達特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區執行長 

權勝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 

陳嘉仁 院長 

學經歷：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台灣物理治療學會審定 主治療師 

前守真物理治療所 院長 

現 任：易康脊足體態物理治療所院長 

中華健康生活運動保健協會 常務監事 

舜復脊足健康醫學團隊 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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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注意事項】 

1. 本課程不提供茶水點心，中午亦不提供餐盒，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與餐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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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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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者，申請退費方式如下說明： 

4.1 請於法定工作日提出退費。若於非法定工作日提出申請者，會將其提出

申請的日期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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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者，退費標準如下說明： 

 

 
上課日前 7天 上課日前 3至 7 天 

上課日前 3日以內 

(含上課當天) 

日期區間 105/10/6 以前 105/10/07-105/10/18 105/10/19-105/10/21 

課程報名費 1,000 元／1,200 元 1,000 元／1,200 元 1,000 元／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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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元／1,030 元 450元／550 元 0 元 

【位置地圖】 

上課地點： 

國立台灣大學公衛學院公衛

大樓 201講堂〈台北市中正區

徐州路 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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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課程名稱 
開業核心—謝章優臨床導向的迅速減痛療法與筋骨物理治療開

業關鍵 Know How 

中文姓名 
 

 
會員編號 

 

身份別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台大物理治療系師生（請檢附學生證正面影本） 

□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師(生)公會（請圈選並說明所屬縣市）              

身份證字號 

（學分認證用） 
 執業單位 

 

手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E-mail  

匯款金額 

□新北／北市 PT  1,000元 

□台大物治系師生 1,000元 

□其他縣市 PT/PTa 1,200元 

收據抬頭 
（請務必填寫） 

□個人抬頭 

□執業機構抬頭：___________ 

1. 本課程不提供茶水點心，中午亦不提供餐盒，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與餐點。 

2. 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者，退費規定請見本簡章之【課程注意事項】第 4項和第 5項的規定。 

3. 請務必攜帶有照片、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訊的身份證明文件出席（如：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皆

可），以利進行身份查核並簽到/退。 

4. 若為台大物理治療系學生，除了將匯款單據與報名表一同檢附之外，請務必檢附學生證正面影本，

以利查核身分別。 

5. 待費用核對無誤後，錄取名單將同步公告於本會網站，請自行留意。 

6. 報名有任何問題，歡迎於上班時間洽詢本會課程專線：(02)2922-9808。 

劃撥收據黏貼處(橫粘) 

劃撥帳號：50121213 

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Email：emily760619@gmail.com 

傳真電話：(02)2922-8718 

 

報名流程： 

請至「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線上登記報名下載並填寫報名表+匯款（您現在在這裡！）

以傳真或 email 檢附報名表和匯款單據給本會行政中心待費用核對完成錄取。 

上課日期：105年 10月 22日 

（非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免填） 

（學生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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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通訊欄完成勾選及填寫，並填妥寄款人資訊後，可直接持本劃撥單至郵局

臨櫃進行劃撥。 

 

報報名流程： 

請至「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線上登記報名下載並填寫報名表+匯款（您現在在這裡！）以傳

真或 email檢附報名表和匯款單據給本會行政中心待費用核對完成錄取。 

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09：00-12：00  13：00-18：00 

Email：emily760619@gmail.com  電話： (02)2922-9808／(02)2922-8918 傳真：(02)2922-8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