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去腫脹淋巴療法實務課程 

ㄧ、主辦單位：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室 

 

二、課程簡介： 

 

臨床上有接觸過淋巴水腫患者嗎?  

淋巴水腫該如何處理?  

淋巴水腫的患者可以熱敷、按摩嗎?  

 

面對這些疑問，身為治療師的你是否有能力解決?  

 

癌症患者術後是淋巴水腫的高危險群，以乳癌患者為例，平均有 15~25%的病人在術後會

產生淋巴水腫，而臨床上癌症術後產生的肢體水腫常令病患困擾，在治療上更常令治療師感

到頭疼；本次兩天課程特別邀請在此治療領域有所專精的黃睦升治療師，以 The Casley-Smith 

method 的去腫脹淋巴療法（Decongestive Lymphatic Therapy）為主，加入淋巴水腫成因，淋

巴分水嶺和被清空儲存區的概念，更增長徒手淋巴引流與低張力彈性繃帶的實作練習時間。

另針對頭頸癌、乳癌、子宮頸癌等術後接受放射線治療與化學治療後的組織變化，提供臨床

物理治療師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法與建議，讓水腫治療不再是一個頭痛且棘手的問題。本課程

包含理論，更強調實際操作，當天並有實際患者由黃睦升治療師親自示範整個治療過程，期

望讓參加的學員對治療流程更有概念。此課程希望能帶給有志於擴大物理治療領域的治療師

不同的思維與想法，更希望學員在經過此課程訓練後能具備足夠的基本治療知識與能力來投

入這龐大的潛在自費市場。 

 

三、講員介紹： 

黃睦升 物理治療師 

澳洲淋巴水腫學會 The Lymphoedema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認證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所碩士 

現任職務：鹿港基督教醫院復健技術課課長 

          建國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四、上課時間及地點： 

時間：  104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 及   4 月 19 日星期日 共兩日 

地點：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汝川大樓 16樓  神經物理治療室 

五、繼續教育時數認證：物理治療師繼續教育積分  申請中 

 

六、課程內容：    

 

2015年 4 月 18日(星期六)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8:30-9:00 報  到 

9:00-09:50(50) Common Shoulder-Arm Problems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黃睦升 



09:50-10:40(50) 
Introduction of lymphedema & DLT 

(Decongestive lymphatic Therapy) 

10:40-10:50 休             息 

10:50-11:40(50) Head and neck clearance for lymphedematous head 
黃睦升 

11:40-12:30(50) Trunk and arm clearance for lymphedematous arm(I) 

12:30-13:30 午             餐 

13:30-14:20(50) Trunk and arm clearance for lymphedematous arm(II) 
黃睦升 

14:20-15:10(50) Trunk and arm clearance for lymphedematous arm(III) 

15:10-15:20 休             息 

15:20-16:10(50) Compression bandages for lymphedematous arm(I) 
黃睦升 

16:10-17:00(50) Compression bandages for lymphedematous arm(II) 

 

2015年 4 月 19日(星期日) 

8:30-9:00 報     到 

9:00-09:50(50) Compression bandages for lymphedematous leg(I) 
黃睦升 

09:50-10:40(50) Compression bandages for lymphedematous leg(II) 

10:40-10:50 休             息 

10:50-11:40(50) Trunk and leg clearance for lymphedematous leg(I) 黃睦升 

11:40-12:30(50) Trunk and leg clearance for lymphedematous leg(II) 

12:30-13:30 午             餐 

13:30-14:20(50) Trunk and leg clearance for lymphedematous leg(III) 黃睦升 

14:20-15:10(50) Self drainage exercise for lymphedematous limbs 

15:10-15:20 休             息 

15:20-16:10(50) PT for Post TRAM Procedure (donor site mobidity) case 1 
黃睦升 

16:10-17:00(50) PT for Post TRAM Procedure (donor site mobidity) case 2 

七、人數限制: 

    人數限制 35人 

八、課程費用: 

(含講義、午餐及耗材含棉套、彈紗、棉卷及 3卷低張力彈性繃帶，價值約 1800 元):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4500 元 

    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學生、一般人士 6000 元 



九、報名方式 : 

請完整填寫報名表後，以電子郵件寄至 tcpt.pt@msa.hinet.net，待主辦單位回信通知錄取

後 3日內，請劃撥報名費至「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帳戶（帳號：22657704），並將劃撥單

傳真至公會 04-22657059 或拍照以電子郵件寄至 tcpt.pt@msa.hinet.net，始完成報名，逾時則由

備取人員遞補名額。 

若不克出席，於開課日 15天(4/3  00:01)前以電子郵件告知後扣除手續費 100元後退費；於開

課日 7天(4/11  00:01)前以電子郵件告知退五成報名費；之後恕不退費。 

如有疑問請來電或來信確認 

         Mail：tcpt.pt@msa.hinet.net 

         電話: 04-22657881 

         傳真: 04-22657059 

十、報名期間 : 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十一、注意事項： 

1.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 

2.因應課程需求，請攜帶短褲與短袖前來更換，以利操作練習。 

3.本會保有取消或調整上課日期之權利，若有任何更改上課地點與上課日期，將會主動以電話

及 email 連絡通知。 

4.如遇颱風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佈之停班標準為準，停課日後擇日開課。 

十二、交通： 

自行開車(停車費用自付) 

經國道１號五權西路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區，文心南路右轉即可抵達。 

經國道３號烏日交流道下，往台中市區，文心南路左轉即可抵達。 

搭乘市公車 

藍 10、53、73、85、99、158、159號市公車至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步行 

搭乘火車至大慶火車站下車步行 

搭乘高鐵至台中站轉搭 159號市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步行 



去腫脹淋巴療法實務課程報名表 

姓  名  手機  

身分證字號                                    (請書寫清楚，以利學分登錄) 

是否為台中市物理治療

師公會會員 

□是，會員編號-                  -    

□否 

服務單位  
電話  

中餐 □葷  □素 

職稱 □物理治療師 □學生 □其他                

E－Mail                                   (請書寫清楚，以便通訊連絡) 

退款帳戶  

 

 

劃撥收據請照相 email至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