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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繼續教育課程 

講題：臨床軟組織治療專業研習 

摩擦按摩與神經肌肉再教育的結合運用 
(Combining Friction Massage with Neuromuscular Reeducation) 

主辦單位：亞東紀念醫院復健科 

協辦單位：新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 

上課地點：亞東紀念醫院 9樓第四會議室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段 21號 

上課時間：103年 5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點 20分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認證中 

 

【課程說明】 
當軟組織受傷或勞損，不論是肌肉、結締組織、肌腱，或合併這些區域，纖維的微小裂

傷（microtearing）將啟動組織的發炎與結痂。如果伴隨著過度使用 （overuse）或制動

（immobilization）時，組織增生將擴大且拉緊周邊的組織，造成活動性和延展度的降低，結

果妨礙肌肉力量及活動，將導致更容易受傷。如此，撕裂－發炎－結痂的惡性循環讓組織退

化，並且變成是有害刺激（nociceptive stimulation）的來源。 

摩擦按摩(Friction Massage)是一種深層組織技術，主要施術於肌腱病變的位置，尤其在

肌肉終點或肌肉肌腱交接處。這種治療方式的使手原則和作法，最早是由英國骨科醫師 Dr. 

James Cyriax 整理。摩擦按摩之所以有效，目前已有很多文獻發表，發現摩擦按摩可以直接

影響組織癒合機制與行為，除了減少沾黏，也可能產生新的膠原纖維去取代不成熟的膠原組

織。 

神經肌肉再教育(Neuromuscular Reeducation,NMR)是釋放肌肉與筋膜沾黏，並可導正姿

勢與功能覺知（awareness）的革命性軟組織技法。其使用原則和作法是由脊椎神經整復專家

Peter Levy,D.C.整理應用。 不同於摩擦按摩，神經肌肉再教育強調牽動肌腹（muscle belly），

希望兼顧到完整的肌力復健，有補強摩擦按摩功效之用。 

本課程特別邀請宋宏謙總顧問，透過學理介紹與臨床常用手法分享，重新訓練學員對於

疼痛區塊（tenderness）和筋膜阻礙（barriers）觸診的手感（refine your touch），指導學員

如何利用身體姿勢擺位（body positioning），治療精準地深入患者組織受傷的位置並誘導肌肉

的用力。課程包括演講與實作，請參加學員穿著適當寬鬆衣物，以利相互間的手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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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宋宏謙 治療師：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士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脊骨矯治技術核心課程種子班結業 

物理治療學會認證主治物理治療師 

現 任：新森中醫診所脊足理醫與疼痛科學 主治療師 

上億中醫診所脊足科暨醫學矯治 主治療師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 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理事暨肌骨系統課程講師 

舜復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總顧問兼教研長 

【課程表】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08:00~08:30 Registration 工作人員 

08:30~09:20 Elements of touch,biomechanics,palpation 宋宏謙治療師  

09:20~10:10 
Soft tissue changes with injury and tissue 

examinations 
宋宏謙治療師 

10:10~10:30 Break 工作人員 

10:30~11:20 
A review of the rational and treatment 

protocols for friction massage 
宋宏謙治療師 

11:20~12:10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of friction 

massage 
宋宏謙治療師 

12:10~13:20 Lunch(on own) 工作人員 

13:20~14:10 
A review of the rational and treatment 

protocols for NMR 
宋宏謙治療師 

14:10~15:00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of friction 

massage and NMR method 
宋宏謙治療師 

15:00~15:20 Break 工作人員 

15:20~16:10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of friction 

massage and NMR method(cont.) 
宋宏謙治療師 

16:10~17:00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of friction 

massage and NMR method(cont.) 
宋宏謙治療師 

17:00~17:20 Conclusion of course／Questions & answers 宋宏謙治療師 

【學員名額】 

 ☆50名，額滿為止。 

【課程費用】 

 ☆本會會員 800元(已繳交本年度常年會費且無積欠會費之會員)。 

 ☆其他縣市物理治療生/師 1000元。 

 ☆早鳥優惠 4月 25日前完成報名並繳費完成，本會會員 500元，其他縣市物理治療生/師

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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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與流程】 

   1.傳真報名(請先劃撥再傳真至本會。傳真電話：02-8667-4503)。 

   2. 錄取名單公佈網址: http://ptaat9966.blogspot.com/。 

   3.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3 年 5月 12日止。 

   4.報名後若因故須取消報名者，於 103年 5月 12日前來電取消報名(並傳真 

     書面申請書)，扣除行政手續費用 100元，其餘不計息退還；若是 103 年 5 

     月 12日後取消報名，恕不退費。 

 

【課程注意事項】 

 ☆為維護上課品質，請務必將手機改成會議模式或振動模式。 

 ☆上午第一節課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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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都必須簽到及簽退共 3 次，請各位學員注意。 

 ☆請學員自備環保杯，本會不提供紙杯。 

 ☆如果臨時有事，無法出席，請事先通知，如無故缺席將限制未來上課權益。  

 ☆凡報名免費課程，缺席三次者，將停止一年免費課程之報名資格 

 

【交通資訊】 

  捷運 

 台北市及新北市搭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 

 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或 3號出口)   

 土城及樹林民眾搭捷運土城線往南港方向 

 直接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或 3號出口)  

 公車   

 亞東醫院站下車（南雅南路）：  

 51號、99號、F501號、805 號、812號、843號、848號、889號、810 號、847   

 號、藍 37號、藍 38號   

 亞東技術學院站下車（四川路）：  

 57號、796號、234號、265 號、656號、705號、1070號(基隆-板橋)  

 桃園機場乘車： 1962號(大有巴士)、9103號(大溪-台北)  

火車   

板橋火車站轉乘捷運板南線往永寧方向至亞東醫院站下車(2或 3號出口)  

停車服務     

平面收費停車場 

     

      

 

 



4 103年 5月 18日教育課程 

 

新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 

課程名稱 
臨床軟組織治療專業研習 

~摩擦按摩與神經肌肉再教育的結合運用 

課程日期 103年 5月 18日 用餐提供 □葷  □素  □自理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執業所屬公會 □本會會員□其他 公會會員編號  

報名備註  

 

(匯款收執據黏貼處) 

本會會員 800元/早鳥優惠 500元(4月 25日前) 

其他縣市物理治療生/師 1000元/早鳥優 惠 800元(4月 25日

前) 

 

☆報名說明☆ 

1. 報名方式採傳真報名，請先劃撥再填寫此報名表並附上匯款收執單傳真至本會。 

〈劃撥帳號：50161610、帳戶：新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傳真電話：02-86674503〉。 

2. 課程相關資訊規定、繳交費用及注意事項等，均以本會網站公告為依據。 

3. 任何有關課程事宜，可洽 02-86674502 向會務秘書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