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暨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特製鞋評估與取模實作課程 

【課程目的】 

特製鞋屬於可依個人需求而設計之矯正鞋，常使用在先天性或疾病所造成足

部構造異常之肢體障礙者，市售鞋款無法滿足其合腳需求，而需量腳取模製作者。

對於肢體障礙者而言，一雙能協助穩定及行走步態順暢之特製鞋是相當重要的，

但對於鞋子的製作與如何運用常感到困惑。為增進臨床工作者在評估及處置特製

鞋之專業性，同時增進專業人員對特製鞋製作之瞭解，此課程以現行身障者輔具

補助標準之特製鞋為主軸，由資深臨床專業人員教授特製鞋之評估方法與取模實

作技巧，以使與會學員能詳細了解評估，同時提升與會學員對現有特製鞋產品之

認識，增進評估適配性，進而提供輔具需求者更完整的服務以提升服務身心障礙

朋友之專業知能。 

【主辦單位】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旺昕貿易有限公司 

【合辦單位】臺灣復健醫學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課程時間】 105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日) 08點 00分至 17 點 00分 

【課程地點】 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地下 1F)  

【參加對象】 輔具評估人員、義肢裝具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復健科醫師 

【參加名額】 40 名。 

【課程費用】 NT$ 3500元 

   會員專案  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桃園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臺灣復健醫學會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以上單位會員，每人每堂 3150元。 

   早鳥專案  12/05日前報名並完成繳費者，每人每堂 2800元。 

【報名方式】  

採先報名後繳費方式，請先填妥報名表後以傳真或 email方式報名;傳真電話: 

(04)25281589;email 網址: info@wangsing.com.tw，待通知錄取後於 3天內完

成匯款手續，再將匯款證明與報名表傳真或 mail才算完成報名手續；通知報名

後未於期限內匯款將自動取消名額不另行通知。 

 

匯款資訊： 

國泰世華銀行豐原分行  

戶名：旺昕貿易有限公司  

帳號：035-03-500115-6 

電話：04-25281596 傳真：04-25281589 



【報名期限】 

1.即日起至 105年 12月 12日止，額滿即停止招生，可電話預約候補。 

2.如報名人數不足 25人，主辦單位有取消課程之權利，並將退還全部費用。 

 

【學分認證】  

物理治療師繼續教育專業積分：教育積分 8 點 

職能治療師學繼續教育專業積分：教育積分 8.4 點 

台灣復健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教育積分 5 點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教育積分：教育積分 7 點 

 

【課程內容材料&贈品】 

1.講義 2.訂製鞋取模所需材料（石膏繃帶）3.ENRICH多功能足適鞋(市價 3880

元) 

【課程聯絡人】：游庭鈞 電話：(04)25281596  

                      傳真：(04)25281589 

                      email: info@wangsing.com.tw 

                       

【講師介紹】： 

陳智光 理事長 

學經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士 

         美國夏威夷大學醫學院客座講師 

現任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助理教授主治醫師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理事長 

 

黎建中 秘書長 

學經歷：私立中山醫學院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 

         長庚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臨床指導教師 

現任  ：科普輔具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秘書長 

 

陳坤鍾 博 士 

學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義肢矯具中心 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上課注意事項】 

1. 中午提供餐盒，當天備有茶點，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 

2.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上午課程及下午課程都分別進

行簽到及簽退，需完成全日課程才提供積分登錄。為維護上課品質。上午或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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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禁止攝影，以維護講師的權益及避免影響其他的學員聽課。 

4. *停課通知將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停止上班縣市為主，不另行通知。 

 

 

 



 

【交通】： 

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地下一樓)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號 B1 

 

大眾運輸：  

搭乘捷運淡水線後至捷運石牌站(1 號出口) 石牌路二段公車站牌(步行約 30 

公尺)搭乘 224、601、508 至榮光新村站下車即可看到致德樓，再往前走即是身

障重建中心。 

公車線號： 

榮光新村站下車 224、290、508(正線)、508(區間車)、535、535(副)、536、601、

612(區間車)  

公車線號 ： 

榮總一站下車 224、601、508、285、606、536、277、266、223、 216、紅 12、

紅 15、紅 19  

榮總接駁車 首班 7:15 末班車 18:00 請搭淡水捷運至石牌站下車金石堂書局

門口本院有免費接駁車至榮總中正樓大廳  

國光客運 基隆->榮總  

台北捷運 請搭淡水線至石牌站下車轉乘公車或接駁車  

台北車站 請搭台北捷運至石牌站下車轉乘公車或接駁車  

開車路線： 

國道一號（中山高）→由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士林方向），過百齡橋→（左轉） 

承德路五、六段→（右轉）石牌路一段→石牌路二段 322 號（台北榮總致德樓）， 

再往前走→石牌路二段 201 號〈台北榮總身障重建中心〉 

 



 

 

 

 

 

 

 

 

 

 

 

 

 

 

 



課 程 內 容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08:00~08:20 報 到 

08:20~09:10 足踝生物力學與鞋具介紹 陳智光  理事長 

09:10~10:00 常見足部疾病與處理方法 陳智光  理事長 

10:00~10:20 休  息  

10:20~11:10 特製鞋製程技術介紹 黎建中  秘書長 

11:10~12:00 特殊足型與特製鞋之搭配應用 黎建中  秘書長 

12:00~13:00 午  餐 

13:00~13:50 特製鞋之材料認識與應用 陳坤鍾   博 士 

13:50~14:40 特製鞋之取模示範教學 陳坤鍾   博 士 

14:40~15:00 休  息  

15:00~15:50 學員取模實作教學 part1 陳坤鍾   博 士 

15:50~16:40 學員取模實作教學 part2 陳坤鍾   博 士 

16:40~17:00 Q & A 

17:00~ 賦  歸  

 

 

 

 

 

 

 



報名表 
特製鞋評估與取模實作課程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份：□醫師 □學生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學分申請用)﹕ 

                      

手機︰                        聯絡電話︰ 傳真︰ 

聯絡地址︰ 

E-mail︰ 午餐：□葷   □素 

所屬公會會員：(請填寫清楚，以利申請學分) 

□ 社團法人物理治療師公會    

  所屬縣市：         

會員編號：         身分證字號：                  

  □ 社團法人職能治療師公會    

  所屬縣市：         

會員編號：         身分證字號：                  

□ 臺灣復健醫學會 

會員編號：         專科醫師編號：                

□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 

會員編號：         身分證字號：                

□ 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會員編號：         身分證字號：                

□ 非所屬公會會員    

身分證字號：                

足部大小(贈品”ENRICH 多功能足適鞋”贈送尺寸用)： 

足長         CM 足寬         CM  足圍         CM 

匯款單黏貼處 

 

 

 

http://www.oturo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