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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 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處理方式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處理方式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處理方式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處理方式 

Pediatric Foot and Ankle Dysfunction – A Movement Based 

Approach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大林慈濟綜合醫院大林慈濟綜合醫院大林慈濟綜合醫院大林慈濟綜合醫院    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大林慈濟綜合醫院大林慈濟綜合醫院大林慈濟綜合醫院大林慈濟綜合醫院        感恩樓一樓電療室感恩樓一樓電療室感恩樓一樓電療室感恩樓一樓電療室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222 號一號一號一號一樓樓樓樓,,,,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5 05 05 05----2648000#55502648000#55502648000#55502648000#5550))))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00007777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 ( (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點點點點 2020202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分至下午分至下午 4444 點點點點 50505050 分分分分    

 

一. 課程簡介及研習目的 

         課程的設計以動態動作與步態評估來分析兒童足踝部常見的傷害原因

機轉。從觀察到的動作機能障礙中，選擇合適的測試來證實假設的問題，決定適

當的治療來改善其功能性問題，並介紹足部護具的各種分類及相關的使用時機。

課程以解剖列車思維，結合動作評估、徒手治療、足踝貼紮、運動治療與足鞋驗

配等，增進學員對兒童足踝問題處理的技能。  

 

二. 講師介紹 

     傅士豪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研究所碩士 

   現任：樹人醫專物理治療科主任 

   經歷：北市康寧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組長 

           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法規委員會委員  

           北市衛生局家庭照顧者培訓計畫講師  

           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居家物理治療師    

 

 

 

 

 

 

 



三. 課程表 

【學員名額學員名額學員名額學員名額】40 人 

【學分認證學分認證學分認證學分認證】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 8888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申請中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包含講義包含講義包含講義包含講義、、、、午餐午餐午餐午餐)：：：：＊課程結束後,公會將協助會員學分登錄 

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1000 元（限有效會員） 

其他公會會員(物理或職能治療師)：2000 元 

其他有興趣人士：3000 元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1、於劃撥後，請將報名表填寫詳細後，傳真至(05)2648999 或寄至信箱  

“dm056076@tzuchi.com.tw”，收到回信後為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  (  (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 : : : 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 /  /  /  /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31595623 ): 31595623 ): 31595623 ): 31595623 )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08:00~08:20 報   到  

08:20~09:10 動作的發展 傅士豪 

09:10~09:20 Break  

09:20~10:10 足踝部結構與功能性解剖 傅士豪 

10:10~10:20 Break  

10:20~11:10 足踝檢查技術 傅士豪 

11:10~11:20 Break  

11:20~12:10 步態和功能性測試 傅士豪 

12:10~13:00 午餐  

13:00~13:50 步態中的解剖列車（一） 傅士豪 

13:50~14:00 Break  

14:00~14:50 步態中的解剖列車（二） 傅士豪 

14:50~15:00 Break  

15:00~15:50 足部輔具介紹 傅士豪 

15:50~16:00 Break  

16:00~16:50 足鞋驗配處方設計研討 傅士豪 

  



    2、繳交研習費後請將收據貼上傳真報名表單上傳真至公會, 研習費收據如需

寫醫院抬頭或統一編號,請於報名傳真表單上註明。  

3、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04 年 4 月 24 日截止。 

【交通資訊交通資訊交通資訊交通資訊】 

交通指南交通指南交通指南交通指南：：：：    

1.汽車: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大林交流道，經民生路，抵達大林慈院，約 10 分鐘車程。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梅山交流道，經 162 縣道，轉民生路抵達大林慈濟醫院。 

台一線省道往大林，經民生路，抵達大林慈濟醫院，約 5分鐘車程。 

2.火車:大林火車站下，後站出口沿著大林運動公園，步行約三分鐘抵達本院。 

3.高鐵:請搭乘至嘉義太保站，轉搭計程車經第一高速公路至大林慈濟醫院，約

25 分鐘車程。 

 

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課程注意事項：：：： 

1. 上課地點有飲水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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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或下午的第一節課遲到上午或下午的第一節課遲到上午或下午的第一節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分鐘以上分鐘以上分鐘以上，，，，本會將不本會將不本會將不本會將不

提供簽到提供簽到提供簽到提供簽到，，，，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錄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錄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錄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錄。。。。 

 

 

 

 

 



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 

一、報名身分：﹙請勾選﹚ 

□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公會會員 

□其他物理/職能治療會員；公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          

□非物理/職能，有興趣人士；公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 

二、基本資料：﹙請詳填﹚ 

●姓名： ●行動電話：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以便輸入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聯絡電話：(O) (    )               (H) (    )         

●E-mail：     ●傳真電話：   ___  

●服務單位：                  

●聯絡地址：                  

●退款帳號：﹙若課程已經額滿，我們會將費用退還給您，以下請擇一填寫﹚ 

□銀行，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分行            帳號：              

□郵局，局號      － ，帳號      －                 

三、我要參加：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兒童足踝部失能之分析與治療: 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以臨床動作分析切入的 
            處理方式處理方式處理方式處理方式 
              □              □              □              □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 1000100010001000 元元元元    

              □              □              □              □其他物理其他物理其他物理其他物理////職能治療會員職能治療會員職能治療會員職能治療會員 2000 2000 2000 2000 元元元元    

              □              □              □              □非物理非物理非物理非物理////職能職能職能職能，，，，有興趣人士有興趣人士有興趣人士有興趣人士 3000 3000 3000 3000 元元元元    

四、供應午餐供應午餐供應午餐供應午餐    □□□□葷葷葷葷  □  □  □  □素素素素    

五、收據  □□□□不需要     □     □     □     □需要, 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黏貼處﹚ 

 

 

注意事項： 

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劃撥帳號 

戶名: 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嘉義縣物理治療師公會吳敏誠    

帳號: 31595623315956233159562331595623    

1. 將收據黏貼在本表左方後，直接傳真至公會

(05)2648999 以完成報名手續。 

2. 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繳費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若若若若於開課七天前申請於開課七天前申請於開課七天前申請於開課七天前申請

退費退費退費退費，，，，可退所繳費用之可退所繳費用之可退所繳費用之可退所繳費用之 7 成成成成；；；；於七天內申請於七天內申請於七天內申請於七天內申請，，，，

恕不受理退費恕不受理退費恕不受理退費恕不受理退費。。。。 

1. 傳真 24 小時開放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5)2648999  註明註明註明註明”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收收收收 

2. 報名前請先致電 (05)2648000#5550(05)2648000#5550(05)2648000#5550(05)2648000#5550 找李治療師確認是否有報名名額 

請將報名表填寫詳細後請將報名表填寫詳細後請將報名表填寫詳細後請將報名表填寫詳細後，，，，傳真傳真傳真傳真或寄至信箱或寄至信箱或寄至信箱或寄至信箱””””dm056076@tzuchi.com.tw””””，，，，本公會本公會本公會本公會

將回信通知是否報名成功將回信通知是否報名成功將回信通知是否報名成功將回信通知是否報名成功，，，，如有問題請致電如有問題請致電如有問題請致電如有問題請致電 (05)2648000#5550 (8AM~12N (05)2648000#5550 (8AM~12N (05)2648000#5550 (8AM~12N (05)2648000#5550 (8AM~12N 及及及及



2PM~5PM2PM~5PM2PM~5PM2PM~5PM 較方便接聽電話較方便接聽電話較方便接聽電話較方便接聽電話))))找李治療師找李治療師找李治療師找李治療師，，，，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