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脊椎疾病之鑑別診斷與徒手治療課程 
一.課程簡介: 

       譚仕馨主任於 1991 年進入台中榮總任職後，即受到周崇頌醫師的啟蒙與指導骨

科徒手治療。1995 赴美國加州 Sorlandes Institute 受訓。期間學習 Ola Grimsby、

Stanley學派。歸國後於中榮臨床工作期間陸續習得美國骨病學醫師 Greenman、英國

骨科醫師 Cyriax、英國脊椎側彎 SpineCor、紐西蘭 Mulligan之精隨。 

      譚主任從事酸痛治療之臨床經驗超過 25年，翻譯 3本與著有 1本徒手治療教課 

   書、發明兩項治療脊椎側彎專利。自 2006年起更應用德國 Schroth、波蘭 FITS、英 

   國 PT SpineCor concept 治療脊椎側彎病患，已經累積數百病例的經驗，對於自費治 

   療市場的經驗豐富、見解獨到。經常應物理治療師公會、中醫師公會之邀前往授課。  

       2017年譚主任脊椎疾病之鑑別診斷與徒手治療共十堂課程，第一堂課程主題是 

  講授 2008年波蘭治療師所創:FITS concept( FunctionalIndividual Therapy of   

   Scoliosis功能性個體化運動治療脊椎側彎)。主要原理是 Elimination of   

   myofascial restriction by muscle energization，building new correction   

   posture pattern in function positions。實證醫學證明以 FITS concept 治療 10 

  至 25 度脊柱側彎，效果顯著。 第二至第十堂課程內容融合貫通 Cyriax、 Greenman、  

  Mulligan各大學派 concept診斷與治療骨關節問題。 

       本次研習課程採小班制教學，著重實際操作練習，當場學會各種骨關節疾 

   病鑑別診斷及徒手治療方法，迅速幫助您進入酸痛、脊椎側彎的自費市場！ 

二.主辦單位:台灣脊椎側彎協會 

三.協辦單位: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中國安復健科診所、台北晉熯物理治療所 

四.上課地點:台北班:晉熯物理治療所 台北市北投區振華街 42號  

            台中班:國安復健科診所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 3段 166 之 25號 

            台南班:仁愛醫院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 10號(由 30 巷進入上課場地) 

五.學員人數: 台北班:25人 台中班:30人 台南班:30人。 

          即日受理報名，額滿為止。劃撥後若因額滿未錄取者會全額退費。 

六.聯絡專線:0982 367 281, Line id:hugo196 協會秘書長黃駿翰物理治療師 

七.學分時數:學分申請審核中 

八.報名與費用: 

   恕不接受報名單堂課程。1051231截止報名。以下方案只能擇一: 

   全期 10堂課:30,000 元。團體報 2人(含)以上，1051031以前:25,000。 

早鳥個人 1051031 以前報名者:27,000 

   郵政劃撥帳號：225 331 63  戶名：國安物理治療所 

   劃撥單上註明班別、姓名、手機、line ID ,團報者請註明團員之姓名、手機、line ID 

九.講師介紹 譚仕馨  

   1990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畢業、1995美國加州 Sorlandes Institute 訓練 

   2001 Mulligan Concept Teachers Association 認證 

   2014英國脊椎側彎 SpineCor Ltd認證 

   2003-2004台灣省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 

   2008-2015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技術主任 

   2013-中國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 



 

   2015-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理事長 

   專長:脊椎側彎矯正、肌肉骨骼疾病之診斷與徒手治療 

   著作:2004臨床按摩治療學、2005脊椎與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 

        2008脊椎徒手治療學、2013 肌肉骨骼疾病之評估與徒手治療 

   專利發明:2009氣囊式夜間脊椎矯正背架、脊椎側彎矯正背架取模床 

十.課程表 

課程編號 班別 日期 時  間 講  題 

1 

 台北班 106 年 1月 8日 

13:00～17:10 

波蘭 FITS concept Functional 

Individual Therapy of Scoliosis 

功能性個體化治療脊柱側彎 

台中班 106 年 1月 15日 

台南班 106 年 1月 22日 

2 

 台北班 106 年 2月 5日  

13:00～17:10 
美國 Stanley:頸、胸、腰椎之 

評估與治療 
台中班 106 年 2月 12日 

台南班 106 年 2月 19日 

3 

 台北班 106 年 3月 5日  

13:00～17:10 
美國 Greenman:頸椎錯位結構性診斷 

與關節復位手法 
台中班 106 年 3月 12日 

台南班 106 年 3月 19日 

4 

 台北班 106 年 4月 9日  

13:00～17:10 
英國 Cyriax:頸椎疾病之鑑別診斷與椎

間盤復位手法 
台中班 106 年 4月 16日 

台南班 106 年 4月 23日 

5 

 台北班 106 年 5月 7日  

13:00～17:10 
美國 Greenman:胸椎錯位結構性診斷 

與關節復位手法 
台中班 106 年 5月 14日 

台南班 106 年 5月 21日 

6 

 台北班 106 年 6月 4日  

13:00～17:10 
英國 Cyriax:胸椎疾病之鑑別診斷 

與椎間盤復位手法 
台中班 106 年 6月 11日 

 台南班 106 年 6月 18日 

7 

台北班 106 年 9月 3日  

13:00～17:10 
美國 Greenman:腰椎關節錯位 

結構性診斷與關節復位手法 
台中班 106 年 9月 10日 

台南班 106 年 9月 17日 

8 

 台北班 106 年 10月 1日  

13:00～17:10 

英國 Cyriax:腰椎疾病之鑑別診斷 

與椎間盤復位手法 

 

台中班 106 年 10月 15日 

台南班 106 年 10月 22日 

9 

台北班 106 年 11月 5日  

13:00～17:10 軟組織疾病診斷與徒手治療: part I 台中班 106 年 11月 12日 

台南班 106 年 11月 19日 

10 

台北班 106 年 12月 3日  

13:00～17:10 軟組織疾病診斷與徒手治療:part II 台中班 106 年 12月 10日 

台南班 106 年 12月 17日 



 

課程編號 1: FITS concept 

Functional Individual Therapy of Scoliosis 

功能性個體化治療脊柱側彎 

一、課程簡介 

     用功能性個體化的運動方法(FITS concept)，治療 10至 25度脊柱側彎，經由實證

醫學證明明顯有效。2008年波蘭的治療師提出新的治療側彎觀念-FITS concept，

Elimination of myofascial restriction by muscle energization、building new 

correction posture pattern in function positions。譚仕馨主任自 2006年起即使用

德國 PT Schroth concept、波蘭 PT FITS concept、英國 PT SpineCor concept治療脊

椎側彎病患，療效卓著。因此，我們邀請譚主任傳授使用 FITS concept 之經驗與心得。

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Treatment Factions、  

Main principles of FITS concept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Clinical assessment of the scoliosis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Myofascial release 、 

Correction exercise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Thera Band Ex 示範教學與實務操作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課程編號 2: Standy:頸椎、胸椎、腰椎之評估與治療 

一、課程簡介 

     美國物理治療大師 Stanley在 1980 年代紅極一時，當時 Stanley 以物理治療師的

身分受邀赴全美骨科醫學會年會發表演講可謂空前。Stanley發展一套有系統的評估與

治療脊椎的方法，易學、易懂、易用。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曾學習過大師

Stanley workshop課程。因此，我們邀請譚主任傳授其經驗與心得。歡迎有興趣的治療

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PIVM(Passive intervertebral motion)  

of the cervical spine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PIVM(Passive intervertebral motion)  

of the thoracic spine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PIVM(Passive intervertebral motion)  

of the lumbar spine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Facet joint mobilization of the cervical 、

thoracic and lumbar spine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課程編號 3: Greenman:頸椎錯位結構性診斷與關節復位手法 

一、課程簡介 

   Osteopathy美國骨病學派對於頸椎問題，發展出一套有系統合乎邏輯評估方式與迅

速有效的治療方法，例如利用結構性診斷方法，診斷病患 facet joint not open or not 

close，在以 muscle energy technique、manipulation 方式治療，我們非常難得邀請

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演講 Osteopathy對於胸椎問題的評估與治療方

式。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Osteopathic passive intervertebral motion  

of the cervical spine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The structure diagnosis of the  

cervical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The muscle energy technique of the  

cervical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cervical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課程編號 4: Cyriax:肩頸椎疾病之鑑別診斷與頸椎間盤復位手法 

    肩頸酸痛的患者人數眾多，治療的成敗在於鑑別診斷與治療方式，因為診斷不同治

療方法就不同，必須針對病因做治療才會有效。無鑑別診斷的訓練難免有瞎子摸象之譏， 

病因不明就做治療可能是亂槍打鳥，甚至危害病人、產生醫糾。而鑑別診斷對物理治師、

生來講不是熟悉的領域，因此，我們邀請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演講

肩頸酸痛的鑑別診斷與治療方式。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頸椎疾病如何詢問病史、如何觀察病人、如何觸診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頸椎之功能性檢查: 

主動動作、被動動作、抗阻力動作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頸椎椎間盤復位之理論、治療手法、適應症、禁忌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頸椎椎間盤復位手法示範與實務練習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課程編號 5: Greenman:胸椎錯位結構性診斷與關節復位手法 

一、課程簡介 

   Osteopathy美國骨病學派對於胸椎問題，發展出一套有系統合乎邏輯評估方式與迅

速有效的治療方法，例如利用結構性診斷方法，診斷病患 facet joint not open or not 

close，在以 muscle energy technique、manipulation 方式治療，我們非常難得邀請

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演講 Osteopathy對於胸椎問題的評估與治療方

式。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 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Osteopathic passive intervertebral motion 

of the thoracic spine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The structure diagnosis of the  

thoracic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The muscle energy technique of the  

thoracic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thoracic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課程編號 6: Cyriax:胸椎疾病之鑑別診斷與椎間盤復位手法 

一、課程簡介 

Thoracic spine 又稱為 forgotten spine，經常是我們搞不清楚的地方，治療的成敗在

於鑑別診斷與治療方式，因為診斷不同治療方法就不同，必須針對病因做治療才會有效。 

病因不明就做治療可能是亂槍打鳥，甚至危害病人、產生醫糾。因此，我們邀請台中榮

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演講 Cyriax 胸椎酸痛的鑑別診斷與治療方式。歡迎有興

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胸椎疾病如何詢問病史、如何觀察病人、如何觸診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胸椎之功能性檢查: 

主動動作、被動動作、抗阻力動作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胸椎椎間盤復位理論與治療手法與適應症與禁忌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胸椎椎間盤復位手法示範與實務練習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課程編號 7: Greenman:腰椎錯位結構性診斷與關節復位手法 

一、課程簡介 

   Osteopathy美國骨病學派對於腰椎問題，發展出一套有系統合乎邏輯評估方式與迅

速有效的治療方法，例如利用結構性診斷方法，診斷病患 facet joint not open or not 

close，在以 muscle energy technique、manipulation 方式治療，我們非常難得邀請

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演講 Osteopathy對於腰椎問題的評估與治療方

式。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 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Osteopathic passive intervertebral motion 

of the lumbar spine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The structure diagnosis of the  

lumbar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The muscle energy technique of the  

lumbar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lumbar facet joint dysfunction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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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8: Cyriax:腰椎疾病之鑑別診斷與椎間盤復位手法 

一、課程簡介 

     Lumbar spine disorder，是我們最常見的病患，有急性下背痛者有慢性下背痛者

有坐骨神經痛者，因診斷不同治療方法就不同，必須針對病因做治療才會有效。因此，

我們非常難得邀請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演講 Cyriax 腰椎酸痛的鑑別診 

斷與治療方式。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腰椎疾病如何詢問病史、如何觀察病人、如何觸診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腰椎之功能性檢查: 

主動動作、被動動作、抗阻力動作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腰椎椎間盤復位理論與治療手法與適應症與禁忌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腰椎椎間盤復位手法示範與實務練習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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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9: 軟組織疾病診斷與徒手治療: Part I 

一、課程簡介 

   許多的疾病都需要軟組織鬆動術的治療，例如落枕、頸因性、頭痛、肩頸痛、 

   上背痛、腰痛、脊椎肌腱炎、脊椎韌帶拉傷、小面關節囊炎等等。前台中榮總復健科  

   譚仕馨技術主任，對於以上症狀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與特殊治療方法。因此，我們邀 

   請譚主任，專題演講矯軟組織鬆動術。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軟組織鬆動術介紹與原則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軟組織鬆動術的適應症、禁忌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軟組織鬆動術治療頭、頸部疾病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軟組織鬆動術治療胸部、腰部疾病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課程編號 10:軟組織疾病診斷與徒手治療: Part II 

一、課程簡介 

   許多的病患都需要軟組織鬆動術的治療，例如肌腱炎、腱鞘炎、韌帶拉傷、關      

   節囊炎、早期關節炎等等。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對於肌腱炎、腱鞘炎、 

   韌帶拉傷、關節囊炎、早期關節炎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與特殊治療方法。因此，我們邀 

   請譚主任，專題演講矯軟組織鬆動術。歡迎有興趣的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課程表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2:40~13:00 報到與開幕儀式 譚仕馨 主任  

13:00~13:50 軟組織鬆動術治療肩部疾病 譚仕馨 主任 

13:50~14:40 軟組織鬆動術治療手、肘部疾病 譚仕馨 主任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5:50 軟組織鬆動術治療髖、膝部疾病 譚仕馨 主任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軟組織鬆動術治療踝部疾病 譚仕馨 主任  

17:00~17:10 問題討論 譚仕馨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