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性疼痛處理技巧：從理論到應用 

【課程簡介】                                                          

您，夠了解疼痛嗎？關於疼痛控制，專業人員還有哪些可以介入? 

  『疼痛』是生活中最擾人的問題，處理起來也很棘手，也常是治療後期最慢

消失的症狀。不僅困擾病患，難纏程度往往也常讓專業人員深感束手無策。 

  因觀察到近年來因國人對身體健康的意識逐漸高漲，「不吃藥」逐漸成為民

眾選擇處理疼痛時的優先考量，本會特別邀請在疼痛控制領域有豐富經驗的 Neil 

Pearson 來台授課。 

 Neil Pearson 是具有物理治療專長的瑜珈治療師，同時也是 Canadian 

Physiotherapy Pain Science Division 的創辦人，強調有效率的疼痛處理應同時

包括專業人員介入、再搭配個案的自我照護，因此他融合疼痛理論與瑜珈應用，

於北美各地廣受迴響。Neil 老師除了在大學裡教書的豐富經驗，2015 年二月更

受邀至美國物理治療協會(APTA)演講，深獲好評；且因講授內容實用且能快速

實踐，也時常為民眾授課，讓疼痛觀念與自我照護指導不只是書上觀念，讓民眾

看到應用技巧後的效果。豐富教學經驗讓他非常清楚，要如何跨越處在一般民眾

與醫療人員之間對疼痛認知那極大差距的鴻溝。 

研討會中 Neil 老師將以紥實的理學基礎，多面向剖析疼痛在神經生理、心

理與神經可塑性的種種因素，整合其豐富臨床經驗，以實證為依據的評估與介入

模式，在疼痛科學的基礎上融合徒手、運動治療，給予個案完善教育、引導其與

身體對談。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灣應用復健協會 

【上課時間與地點】                                                                   

2016 年 10 月 16 日，9：00～16：5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學分認證】                                                                   

台灣復健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繼續教育時數申請中 

※以上各專業實際積分點數將依各認證單位回函即時更新於課程官網上。 

 

【課程表】                                                                        
 

 
課程 講師 

0840～

0900 
報到 

 

0900~ 

1030 

疼痛理論與疼痛科學 

Interactive lecture on current phys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pain, chronic pain, the peripheral, central an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s, neuroplasticity and interactions with 

musculoskeletal and respiratory systems. (I)   

Neil 

Pearson 

1030~ 

1050 
TEA BREAK 

 

1050~ 

1220 

神經系統、骨骼肌肉系統與呼吸系統在疼痛理論中的交互作

用 

Interactive lecture on current phys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pain, chronic pain, the peripheral, central an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s, neuroplasticity and interactions with 

musculoskeletal and respiratory systems (II) 

Neil 

Pearson 

1220~ 

1330 
LUNCH  

 

1330~ 

1500 

目標與介入方式的選擇 

Discussion of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an their goals - 

including hands-on treatments, exercise, self care and 

interventional modalities. 

Neil 

Pearson 

1500~ 

1520 
TEA BREAK 

 

1520~ 

1650 

臨床案例分析與探討 

Case studies – Group discussions, applying pain science to 

clinical cases. 

Neil 

Pearson 

 



【講師簡介】                                                                                

Neil Pearson 

獲獎 

 2015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 Queen’s University Physiotherapy 

Department  

 2012 Excellence Pain Interprofessional Pain Education – Canadian Pain 

Society 

 2010 Award of Excellence for Clinical Contribution – Physiotherapy 

Association of BC 

 

【相關網站】                                                                    

藍海曙光集團（BOA） 

 官方網頁：http://www.hnl.com.tw 

臉書專頁：http://www.facebook.com/boatnewview 

藍海嘿熊瘋運動：https://www.facebook.com/boaheyfitness 

 

 

 

【報名費用】                                                                           

 每位學員原價 3,800 元。 

 早鳥專案：2016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報名優惠每人 2,800 元。 

 早鳥團報專案：2016 年 9 月 20 日前，三人以上同行每人 2,200 元。（使用早鳥團

報專案，請發起人留意團體報名程序進行報名） 

 另有 10 人團報優惠，請洽 02-27071608 陳理事長。 

 全程參與研習者，將於會後發予臺灣應用復健協會研習證明一張。 

 

BOA 
BOA 
Facebook 

BOA 
藍海嘿熊瘋運動 

http://www.hnl.com.tw/
http://www.facebook.com/boatnewview
https://www.facebook.com/boaheyfitness


【報名方式】（繳費後完成網站上報名表填寫才能正式錄取）                                   

1. 請先至本協會官網（http://tara.hnl.com.tw）確認課程場次是否還有名額。 

2. 若仍有名額，請先繳費。請以 ATM 轉帳方式，將課程費用轉帳至 

  銀行代碼：012（台北富邦銀行 大安分行） 

  帳號：370102149922 

  戶名：藍海曙光有限公司 

3. 個人報名：請於轉帳繳費後，至課程網站最下方以您的電子郵件、密碼登入

（首次使用請先註冊）並填妥確認相關資料後，點選「確認送出」。主辦單

位若核對無誤，將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您報名成功之訊息，並將您的姓名刊登

於課程網站上之錄取名單中。 

4. 團體報名：三人以上團體報名，請團體發起人統一繳費並準備所有成員之報

名資料，於課程網站最下方以您的電子郵件、密碼登入（首次使用請先註冊）

並進行「團體報名」。 

5. 如報名成功後不克參與課程，請當事人於開課七天前完成取消手續，逾期恕

不受理。如有任何問題，請來電詢問(02)2707-1608 #11 陳志明 理事長。 

6. 為維護上課品質，請勿攜伴旁聽或帶兒童進入教室，課程現場僅限報名者本

人入場。請勿攜帶飲料、食物進入教室，現場有提供飲水，請自備環保水杯。 

 

【交通資訊】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 (臺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 B1)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搭乘捷運：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二號出口 

      二號出口出來之後，往基隆路方向步行約2分鐘 

 搭乘公車： 

站牌名稱 路線公車 

捷運公館站(羅斯福路) 254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 

0南、1、109、208、208(高架線)、208(區間車)、208(基

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253、278、284、

284(直行)、290、52、642、643、644、648、660、

671、672、673、676、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

公車、棕 12、綠11、綠13、藍28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 

207、278、280、280(直達車)、284、311、505、530、

606、606區間車、668、 675、676、松江幹線、松江

-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28 

公館 (羅斯福路基隆路口) 671 

公館 (基隆路) 1、207、254、275、275(副) 、650、672、673、907、

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 

 

http://tara.hn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