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高階骨科徒手治療: 頸椎之整合評估 

Australian Advanced Orthopaedic Manual Therapy: 

Integrated Assessment for Cervical Spine 

 
壹、 課程簡介： 

傳統的教學大部分都在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怎麼做，及診斷 A有什麼治療可以做，診斷

B有什麼治療可以做。但問題是如何確定病人是診斷 A？當從一看到病人腦中毫無概念，

到認為病人是診斷 A的過程中，你有多少邏輯的分析與推理？是有系統、連續性的邏輯分

析，或是跳躍式的思考？是經得起考驗的判斷統合，還是腦袋亂成一團？對病人是診斷 A

的結果，有多少的確定性？對病人是診斷 B、C、D….等的可能性，有如何的排除與證據?

本課程是以頸椎為範例，介紹從一看到病人腦中毫無概念，到確定病人診斷的整合評估過

程，也就是臨床推理(clinical reasoning)的主要精華。 

 

本課程以臨床應用的程序，從問診、檢查、診斷、到治療，以臨床推理整合技術手法一併

學習。而研究顯示，臨床推理只能從臨床學得，所以在課程中，將由多名助教和講師，來

模擬個案的情境，藉由角色的扮演，完成從問診到治療整個的過程，讓所有的學員能夠在

課堂中，領悟臨床推理的真締，並可找出學員技巧上的問題與思考上的盲點，而加以改正。

接著，將會精細詳盡的交叉比對、分析整合模擬個案及學習的記錄內容，從一看到病人開

始，病人說的每句話、每個理學檢查的當下、病人的每個反應、直到結束，應有怎樣相對

應的臨床推理。此為高階、統整及最重要的部分，教導如何去針對頸椎問題做整合評估。 

貳、 主辦單位：台灣彼拉提斯協會 

 協辦單位：治療師愛上課 - 台北分部 

參、 招生對象：對骨科徒手治療有興趣者 

肆、 上課時間： 

105/12/18 AM 9:00~PM 6:00 (AM 8:30 開始報到) 

105/12/25 AM 9:00~PM 6:00 (AM 8:30 開始報到) 

伍、 上課地點： 

陽明大學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 物理治療系所 

陸、 課程表： 

105 / 12 / 18 澳洲高階骨科徒手治療: 頸椎之整合評估 (1) 

時間 課 程 內 容 講師 

8:30-9:00 報   到  

9:00-9: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screening questions, observation, AROM 
楊文輝 

9:50-10:00 休   息  



10:00-10: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passive physiological intervertebral movement 
楊文輝 

10:50-11:10 休   息  

11:10-12:00 
Clinical reasoning in: 

passive accessory intervertebral movement, palpation (1) 
楊文輝 

12:00-13:00 中餐 與 休息  

13:00-13: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passive accessory intervertebral movement, palpation (2) 
楊文輝 

13:50-14:00 休  息  

14:00-14: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upper limb neurological test (1) 
楊文輝 

14:50-15:00 休  息  

15:00-15: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upper limb neurological test (2) 
楊文輝 

15:50-16:00 休   息  

16:00-16: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neurodynamic test + treatment technique (1) 
楊文輝 

16:50-17:10 休   息  

17:10-18:00 
Clinical reasoning in: 

neurodynamic test + treatment technique (2) 
楊文輝 

 

課程表：105 / 12 / 25 澳洲高階骨科徒手治療: 頸椎之整合評估 (2) 

時間 課 程 內 容 講師 

8:30-9:00 報   到  

9:00-9: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muscle length examination, MMT, motor control (1) 
楊文輝 

9:50-10:00 休   息  

10:00-10: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muscle length examination, MMT, motor control (2) 
楊文輝 

10:50-11:10 休   息  



11:10-12:00 
Clinical reasoning in: 

instability test, VBI, treatment (1) 
楊文輝 

12:00-13:00 中餐 與 休息  

13:00-13:50 
Clinical reasoning in: 

instability test, VBI, treatment (2) 
楊文輝 

13:50-14:00 休  息  

14:00-14:50 MWM, grade V 楊文輝 

14:50-15:00 休  息  

15:00-15:50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the simulated patient 楊文輝 

15:50-16:00 休   息  

16:00-16:50 Clinical reasoning session: the simulated patient (1) 楊文輝 

16:50-17:10 休   息  

17:10-18:00 Clinical reasoning session: the simulated patient (2) 楊文輝 

 

柒、 學分認證：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業教育學分 16學分申請中 

捌、 講師介紹： 

楊文輝 

學經歷：Master of Manipulative Physiotherapy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qualified reviewer of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PEDro) 

現職：新店耕莘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兼任專業技術教師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大學部物理治療臨床推理授課教師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班高等骨科物理治療授課教師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協同教學業界專家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監事 

玖、 報名資訊： 

費  用： 

105/12/11 以前報名繳費者 NT : 6000 

團報三人以上並在 105/12/11 以前報名繳費者 NT : 5500 



報名方式︰點選連結 https://goo.gl/forms/nxGEe1EjJcdOBj2y1 

匯款資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代碼：822，帳號：141-5402-4857-9 

PS：匯款完成後請將帳號末五碼回傳個人 FB 訊息 ( 張駿騰 ) !  

如有疑問也請至個人 FB訊息喔! 將儘速為您服務。 

名額限制：40名 (額滿為止、請儘早報名) 

課程強度：二顆星 

PS： 

一顆星：任何程度學員均適合參加 

二顆星：具備"基本"解剖、生物力學、肌動觀念 

三顆星：具備"中上"熟悉度之解剖、生物力學、肌動學等較適合 

四顆星：有一定臨床徒手經驗，著重經驗的傳承及思考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