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高階骨科徒手治療: 腰椎之整合評估
Australian Advanced Orthopaedic Manual Therapy:
Integrated Assessment for Lumbar Spine
【課程時間】111 年 7 月 23 日(六)及 111 年 7 月 24 日(日) 09:00~20:00
【課程對象】物理治療師、生
【課程簡介】：
下背痛是很複雜的問題，幾乎所有腰部的組織都會造成疼痛。其機轉變化多端，而且病因
通常不易判斷。雖然並非罕見，而且醫療專業常常都會處理到，但是很困難給一個清楚的診斷，
所以，下背痛通常變成非特異性(non-specific)。非特異性下背痛是指沒有認出清楚的系統性疾
病或者解剖的異常之下背痛，約佔下背痛的 90%到 95%。
本課程將會教導下背痛評估的臨床推理過程，幫助簡化與清楚了解整個評估的邏輯思考，
並且指出熟悉的檢查及學派的盲點與錯誤。沒有正確的評估，則沒有正確的治療。唯有正確的
評估，才會有有意義的治療，否則只是無效與打發時間的治療。
【課程表】：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111年7月23日（星期六）
08:30-09:00
09:00-11:20

報到
Clinical reasoning in: screening questions
休息

楊文輝

Clinical reasoning in: observation
休息

楊文輝

Clinical reasoning in: differentiation, AROM, passive
physiological intervertebral movement
休息

楊文輝

楊文輝

18:10-18:20

Clinical reasoning in: palpation, passive accessory intervertebral
movement, lower limb neurological test, CNS neurological test
休息

18:20-20:00

Clinical reasoning in: neurodynamic test

楊文輝

11:20-11:40
11:40-12:20
12:20-13:30
13:30-16:00
16:00-16:10
16:10-18:10

111年7月24日（星期日）
08:30-09:00

報到

09:00-12:30

張建浩

12:30-13:30

Clinical reasoning in: motor control
休息

13:30-14:30

MWM, grade V

張建浩

14:30-16:30

楊文輝

16:30-16:40

Clinical reasoning in: muscle length examination, MMT
休息

16:40-18:10

Clinical reasoning in: special test, treatment, Williams exercise,

楊文輝

McKenzie exercise
18:10-18:20
18:20-20:00

休息
Clinical reasoning session: the simulated patient

楊文輝

【講師介紹】：
楊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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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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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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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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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建浩
學經歷：澳洲南澳大學競技運動及骨骼肌肉物理治療碩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Certificate attendance of Neuromeningeal Manipulation
Certificate attendance of Visceral Manipulation
Certificate of Spinal Manipulation
Certificate of Neurodynamics Treatment
Certificate of Mulligan’s Approach
Certificate of Movement Solution
台北慈濟醫院資深物理治療師
現職：Personal private practice
張老師是台灣第一位於澳洲國立南澳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的競技運動及骨骼肌肉物理治療碩
士課程畢業的物理治療師。
兩位老師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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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資訊】
1. 招生名額：人數上限 35 人，20 人以上開課。
2. 課程學分：物理治療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3. 課程費用：台南市物理治療師會員 4500 元。
非台南市物理治療師會員 5500 元
4. 報名網址：請直接到全聯會線上報名系統 http://www.pt.org.tw/courses
報名者經審查後，由秘書寄發 mail 通知錄取，錄取者需在 7 日內匯款繳交費用，未在時
間內繳交者，將自動尚失錄取資格。如錄取成功後不克參與課程，請當事人於開課七天
前完成取消手續，以實收金額八成退費，逾期恕不受理!
5.

6.

轉帳資訊：700 郵局 帳號：0031189-0414255
戶名：社團法人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請備註：姓名及帳號末5碼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或來電詢問、確認。
【E-mail】tainan.pt@msa.hinet.net或【電話】06-2089308 (秘書處)
報名截止日：111 年 7 月 10 日或額滿截止。

【課程注意事項】
1. 當天備有午餐、飲水機，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防疫規定：
(1)課程當天若有發燒（額溫＞=37.0℃、耳溫＞=38.0℃）或身體不適者，請勿出席。
(2)進入課程租借場地須配合固定座位，量測體溫並全程戴上口罩，禁止未戴口罩者於公
共空間行走。
(3)配合提供正確的聯絡方式及每日簽到，似備疫調時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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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上下課之簽到、退，採本人親自簽到退。於簽到退時請確認簽到退表單後之身分
證字號是否正確，以利學會後續積分登錄。
4. 上課禁止拍照及錄音錄影，以維護講師的權益及避免影響其他的學員聽課。
5. 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舉辦日期之權利。如遇颱風，且人事行政局公告台南市停班訊
息，即取消該場課程。擇期舉辦或取消之訊息，將另行通知。
【交通資訊】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實習室(遠距實作創新教學示範教室)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 45 號 (成功大學成杏校區)

成大醫學院地圖

成大醫學院一樓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