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103年度繼續教育課程 

『物理治療』專業課程研討會 

五十肩(stiff shoulder)物理治療之實證與臨床應用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二、 課程介紹： 

「五十肩(stiff shoulder)」是物理治療師經常處理的問題之一，依據「五

十肩」臨床特性推理和判斷物理治療臨床決策模式，可以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給病人並提升治療的效率。本次課程特別邀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林居正教授

分享其多年來在五十肩相關研究成果，並轉譯成臨床應用。對於五十肩的物理治

療，我們亦可以透過實證醫學，發展出臨床執業指引(clinical practical 

guidelines)，本課程亦由實證研究委員會整理並介紹五十肩的臨床指引，探討

物理治療評估的適合性與各項治療方法的建議及療效分析。 

在本次課程之後會搭配相關研究所運用的評估與治療技巧，特別邀請與林居

正教授長期合作研究的臺大醫院楊靜蘭治療師做示範教學。 

透過本次課程，物理治療師可以知道五十肩的不同表現，如何評估與區辨問

題所在以及有效的治療策略。 

三、 課程時間： 

基礎課程：103年 4月 27日（星期日）08:30-17:00 

臨床技術演練課程暫訂：103年5月18日(星期日上午)、24日(星期六下午)、

31日(星期六下午)共 3場次相同課程 

四、 舉辦地點：  

基礎課程：臺大醫院第七講堂(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號) 

臨床技術演練課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實習教室 



六、課程內容： 

基礎課程： 

時間 內     容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領取講義 

09：00~10：30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iff Shoulder: Biomechanical 

Analysis 

五十肩臨床特性:生物力學分析 

林居正教授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12：15 

Physical Therapy Decision 

Models: Clinical Reasoning and 

Treatment Strategy  

五十肩物理治療決策模式:臨床推

理和策略分析 

林居正教授 

12：15~12：30 上午簽退 

12：15~13：15 午餐 

 13：15~13：30 下午簽到 

13：30~14：30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an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Stiff Shoulder 

實證醫學與五十肩臨床指引 

楊文傑物理治療師 

14：30~15：30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of 

Stiff Shoulder 

五十肩物理治療評估的實證 

馮信宗物理治療師 

王乾勇物理治療師 

15：30~15：45 中場休息 

15：45~16：45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of 

Stiff Shoulder 

五十肩物理治療的實證 
李詩瑋物理治療師 

15：45~17：00 下課簽退  

 

  



臨床技術演練課程：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5/18 5/24,5/31 

08：45-09：00 13:15-13:30 報到，領取講義 

09：00-09：30 13:30-14:00 Palpation at Shoulder Region 
楊靜蘭 

物理治療師 

09：30-11：00 14:00-15:30 

Mobilization Techniques for 

Shoulder Complex: mid-range, 

end-range mobilization and MWM 

楊靜蘭 

物理治療師 

11：00-11：15 15:30-15:45 中場休息  

11：15-12：15 15:45-16:45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for 

Shoulder Complex 

楊靜蘭 

物理治療師 

12：15-12：30 16:45-17:00 下課簽退 

 

  



 

七、講師介紹： 

林居正 

學歷： 

美國德州女子大學物理治療學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治療學碩士 

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 

臺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秘書長 

Physical Therapy in Sport 副總編輯 

楊靜蘭 

學歷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 

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 

臺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物理治療師 

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講師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臨床教育委員會委員 

楊文傑 

學歷 

臺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成功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學士 

現職 

臺大醫院神經部巴金森中心物理治療師 

馮信宗 

學歷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現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物理治療師 

王乾勇 學歷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研究所運動傷害組碩士班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健康促進組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復健系物理治療組學士 

現職 

合康復健診所物理治療師 

http://www.twu.edu/pt/
http://www.twu.edu/pt/
http://www.shrs.pitt.edu/CMS/Departments/PT.asp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運動保健系兼任講師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居家物理治療師 

李詩瑋 學歷 

成功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碩士 

成功大學物理治療系學士 

現職 

臺大醫院復健部物理治療師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實證研究委員會委員 

 

八、參加對象：物理治療師 

 

九、錄取人數：  

基礎課程：250人 

臨床技術演練課程：每場次 40人，三場次共計 120人次。 

 

十、費用： 

基礎課程： 

身分別 報名時間 費用 

本公會及新北市公會會員 03月 20日 - 04月 18日 1000元 

非台北市或新北市公會會員 03月 20日 - 04月 18日 1500元 

 

臨床技術演練課程： 

身分別 報名時間 費用 

本公會及新北市公會會員 03月 20日 - 05月 09日 500元 

非台北市或新北市公會會員 03月 20日 - 05月 09日 750元 

 

十一、報名方式： 

1. 請至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網站報名。 

2. 學員需先繳課程費，於報名時載明匯款帳戶後五碼，確認後錄取。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銀行：板信商業銀行 八德分行 (118) 

帳號：0419-1323-5001-00 (共 14碼) 

3. 名額分配原則，本會會員 150 名、新北市物理治療師會員 80 名、其他 20

http://www.taipeipt.org.tw/


名。 

4. 可以只報名基礎課程，要報名臨床技術演練課程者，必須報名錄取並參加

基礎課程，始能錄取參加臨床技術演練課程，三場次臨床技術演練課程內

容一樣，請擇一場報名，若某一場次額滿，可以選擇更換到其它場次或是

退費。 

 

十二、學分認證：申請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學分積分(認證中) 

 

十三、注意事項： 

5. 已錄取學員若不克前往，請於103年4月18日前通知本會秘書處取消。 

6. 依北市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公會會員須繳清當年度常年會費才可報

名免費課程。若無故缺席二次者，將停止一年免費課程之報名資格。 

7. 為尊重上課講師及品質，不可遲到早退或中途離席。 

8. 若遲到仍可以進入講堂上課，但請諒察無法發給學分。 

9. 上課時需刷卡簽到、退，請攜帶身分證正本，於簽到退刷卡之用。 

10. 報名時請填具是否需要紙本學分證明之需求，以利本公會作業。紙本學分

證明於課後確認出缺勤無誤後郵寄，煩請學員填妥郵寄地址。日後若仍有

需求，因行政作業之故，將酌收100 元行政費。 

11. 課程學分將在課後登錄「行政院衛生署積分管理系統」審查，通過後將公

告於本會網站，學員亦可自行登入查詢。 

12. 場地內禁止飲食。 

13. 請自備文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