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 

下肢生物力學暨足部輔具應用研習會 

Low Limb Biomechanics Workshop: Make It Simple. 
 

一、 課程介紹： 
下肢之生物力學變化會引起非常多的問題，從腳痛到頭痛都有可能是足部的異常

生物力學引起。除了運動與徒手治療外，足部輔具可以說是目前最方便去解決問題的

方法之一。也是臨床治療人員於現代醫療中可充分發揮與見到療效的領域。 

本次課程特別邀請蔡永裕主任，將其臨床經驗與學習心得作一統整說明，並安排

實做課程，讓臨床足踝醫學的應用來輕鬆協助解決我們的遇到的問題 。 

 
Content in this course includes: 
Foot Biomechanics. 
Nature versus Civilization, Overview of the Gait Cycle 
Biomechanical dysfunction in relation to common foot dysfunction 
Evaluation: fore foot/ rear foot relationship, mid tarsal joint, 
Move forwards: The importance of 1st ray function 
PRACTICAL: Subtalar neutral, 1st Ray Evaluation. 

ORTHOSES: heat molding, fitting, posting 
Patient compliance. 

COURSE OBJECTIVES: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Evaluate foot / lower limb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o identify structural faults and 
motion impairments and be able to relate this to the pathomechanics of 
overuse injuries 

Identif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rthotic intervention 
Implement new methods of prescribing orthoses 
Select and prescribe orthoses appropriate to the patients’ needs 
Appreciate orthoses therapy in the broader clinical context. 

二、 主辦單位：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精業達國際有限公司、仁人醫療器材有
限公司 

協辦單位：羅東博愛醫院復健技術科物理治療組 

三、 時間、地點： 
• 時間：104年 5月 17日(星期日) 

• 地點：羅東博愛醫院門診大樓三樓電療室 



四、 課程表 

Time   Hours 
08:30 – 09:00am Registration - Tea & Coffee   
09:00 – 10:30am Lower Limb Biomechanics and 

Morphology Theory 
1.5 

10:30 – 10:45am Break - Tea & Coffee  
10:45 – 12:00am Lower Limb Patho-Biomechanics  1.25 
12:00 – 13:00pm Lunch  
13:00 - 14:00 pm Assessment and Diagnosis of Foot 

Dysfunction – Morphologic Theory 
1 

14:00 – 15:00pm Practical 
Subtalar Neutral Positioning 
Basic Premade Orthotic Fabrication 

1 

15:00 - 15:15 pm Break - Tea and coffee  
15:15 - 17:00 pm Sagittal Plane Fascili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al Workshop 
1st Ray function and Assessment 
Orthotic Fabrication 
Fitting and posting 

1.75 

 Total Course Hours 6.5 
 
五、 講師介紹 

蔡永裕  主任 

學歷    美國西北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 碩士 

現職    台中澄清醫院復健治療部 主任 

 
六、 參加對象與名額 

1. 課程人數上限 40 人(名額有限，請及早報名，以免向隅) 

2. 以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優先錄取 

七、 學分與費用 

1.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專業 7.8點 

2. 費用： 

講課部分：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有效會員免費，非會員酌收課程費 500元 

實做部分：有意參加 vasiley鞋墊實作學員，於報名時請註明要參加實做，

課程當天報到時現場繳交材料費 1000元(vasily 鞋墊市售 4200元，配合推

廣此次課程廠商僅酌收材料工本費)。 

3. 非會員錄取繳費方式： 

I. 郵政劃撥 

      戶 名 : 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劃撥帳號 : 50065430 

II. ATM 轉帳 
             帳 號：700(郵局) 011125-7-132073-6 

八、 報名方式與期間 

1. 本課程採 e-mail報名，請依附表格式(姓名、身分證字號、會員編號、聯絡

電話、實做課程參加否)寄至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yilanpt@gmail.com，信

件主旨註明”下肢生物力學暨足部輔具應用” 

2. 報名期間 

身分別 開放報名時間 公告上課名單 

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之有效會員 104/4/20-4/25 104/4/27 

非本縣公會會員(名額尚餘) 104/4/27-5/2 104/5/4 

 

九、 注意事項: 

1. 環保愛地球，當日課程恕不提供紙杯，請學員自行攜帶杯具。 

2. 課程當日提供午餐餐盒。



宜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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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會員編號：________﹙身分證字號：             ﹚ 

□       (縣/市) 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會員編號：_________﹙身分證字號：          ﹚ 

 

二、基本資料：﹙請詳填﹚ 

●姓名： ●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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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傳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             _______ 

●聯絡地址：             _______  

●匯款資料：            ___ _____銀行，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報名表請E-mail至宜蘭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yilanpt@gmail.com 
2. 錄取名單將公布於本公會網站

http://yilanpt.blogspot.tw 

 

mailto:yilanpt@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