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共 4頁 

1 0 6 年 社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物 理 治 療 師 公 會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側彎矯正專業物理治療課程－三維矯正運動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實康復健科診所 

【課程時間】106年 7月 30日（星期日）09:00~18:00 

【課程地點】實康復健科診所（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 36號 2樓） 

【課程簡介－理論背景】 

側彎矯正運動 (Schroth Method)–由德國治療師 Katharina 

Schroth(1894-1985)提出，爾後由女兒 Christa Lehnert-Schroth 及孫子

Hans-Rudolf Weiss 發揚光大。此運動涵蓋一連串用來訓練脊椎側彎的

治療性運動，自 1921 年起用於德國，直到 1960 年代成為脊椎側彎標

準的非手術性治療。訓練過程中強調個別化，特殊的呼吸運動利用肋

骨的槓桿作用，協同強化結構調整。 

此運動療法從歐洲開始發展，經由多方領域的結合。治療方法除了

可以幫助成人及青少年的脊椎側彎外，亦可幫助改善駝背的問題。在

德國，此運動矯正方法已經發展成一個專門處理脊椎側彎的復健中心，

且已有 90年以上的歷史。 

在臨床上遇到側彎患者，回想起腦袋中畢生所學，使出課本上教的徒

手治療、運動伸展、瑜珈、普拉提…等等渾身解數後，面對患者對於進展

的詢問依然缺乏信心並且束手無策嗎？ 

過去在臨床上指導側彎患者運動時，曾經有患者反應：「這個動作脊

椎很卡，沒有辦法拗過去。」的情形嗎？如果遭遇到脊椎側彎患者對治療

師的詢問，到底該如何選擇正確的運動方式，才能夠避免在運動時對側彎

產生二次傷害或是加重角度惡化呢？ 

對於已經接受過脊椎矯正後的側彎患者，該如何建議他們將喜好的運

動習慣與側彎矯正概念相結合，並且幫助患者透過治療師所指導的動作原

則，讓患者可以隨自己喜好進行運動，且伴隨日常生活習慣與姿勢的改變，

而有更好的矯正維持效果？ 

具有側彎矯正專業與豐富臨床經驗的開業物理治療師–李容霆 老師，

為各位治療人員帶來正確的脊椎側彎醫學知識、運動時該注意的要點與矯

正後該如何將矯正觀念技巧融入運動與日常生活當中，幫助大家未來在面

對側彎患者時能夠更得心應手！ 

注意！ 

本課程為臨床治療經驗分享與傳承，並非教授全套完整【Schroth Method】，如欲

完整深入學習此矯正治療方法，請自行向國外（德國、西班牙)認證授課單位洽

詢。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公會全國聯合會繼續教育積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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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 

李容霆   物理治療師 
學經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 學士 

學經歷︰長春藤診所 運動醫學部組長 

學經歷︰詠贊聯合診所 復健科組長 

學經歷︰昌弘復健科診所 物理治療師 

現  任：脊聲動物理治療所 負責人 

專  長：德國 Schroth Method 側彎矯正 

【課程時間表】 

時間 內容 講師 

09:00-09:50 

Lectures-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deformities 

 Physiotherapy 
 Braces scientific evidence 

李容霆 

09:50-10:00 Coffee break 

10:00-10:50 
Lectures- 

 Indications 
 Curve patterns deformities of different etiologies 

李容霆 

10:50-11:00 Coffee break 

11:00-11:50 

Experiential learning session 
 Workout of curve patterns 
 curve patterns & physical examination 

Systematic self corrections 

李容霆 

11:50-13:00 Lunch 

13:00-13:50 
Schroth’s  correction principles 
old Schroth standard 

李容霆 

13:50-14:00 Coffee break 

14:00-14:50 
physio-logic exercise 

 Standing  
 sitting walking 

李容霆 

14:50-15:00 Coffee break 

15:00-15:50 
ADL correction exercise 

 standing  
 sitting 

李容霆 

15:50-16:00 Coffee break 

16:00-16:50 3D-made-easy exercises 李容霆 

16:50-17:00 Coffee break 

17:00-17:50 
New Power Schroth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of walk 

李容霆 

17:50-18:00 Q&A 李容霆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報名費用】新台幣 1,200元 

【報名方式】請先行電話詢問有無名額後（02-26292000#18，洽黃淑琪承辦），再

行填寫紙本報名表後，回傳「實康復健科診所」（傳真：02-

26295000） 

【招生名額】25人（實康復健科診所治療師 7名，其他身份學員 18名，以新北市

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優先報名） 

【報名截止日】106 年 7月 20日(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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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注意事項】 

1. 運動教室內請勿飲食。課程當中提供飲水，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 

2.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為維護上課品質，上午的第一節

課遲到 15分鐘以上，本會將不提供簽到，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錄。 

3. 學員如因故無法上課，請事先告知回電(訊)實康復健科診所（02-26292000，洽

黃淑琪承辦）取消，以節省資源。 

4. 請穿著寬鬆衣服以利執行運動。課程中請勿拍照或錄影！ 

【位置地圖】 

上課地點：實康復健科診所（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 36號 2樓） 

交通資訊：搭乘淡水捷運線，至淡水捷運站下車，2號出口，步行 5-10 分鐘 

停車資訊：淡水捷運站停車場、學府停車場、大都會廣場停車場、鄧公國小假日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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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課程報名表 

上課日期：106年 7月 30日 

課程名稱 側彎矯正專業物理治療課程－三維矯正運動 

學員姓名  
身份證字號 

（學分認證用） 
 

所屬公會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新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會員 

□其他縣市物理治療師(生)公會（請圈選並說明所屬縣市）       

□其他                                   （請說明） 

行動電話  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O)  連絡電話(O)  

連絡地址  

退款帳號（若課程已額滿或取消，我們會將費用退回給您，以下擇一填寫） 

銀行 名稱   分行  帳號  

郵局 局號  帳號  

匯款金額 
1,200

元 
收據抬頭 

（請務必填寫） 

□個人抬頭 

□機構抬頭：＿＿＿＿＿＿＿ 

1. 課程當中提供飲水，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 

2. 報名前請先行向實康復健科診所詢問是否尚有名額，再進行劃撥匯款，以維護個人權益。

課程相關事項，請致電課程洽詢專線(02)2629-2000。 

3. 請務必攜帶有照片、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訊的身份證明文件出席（如：身分證、駕照或

健保卡皆可），以利進行身份查核並簽到/退。 

4. 請將匯款單據與本報名表一同檢附，以利個人的報名流程順利。 

【匯款收據黏貼處】 

請直接轉帳至「實康復健科診所」帳戶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英專分行） 

帳號：0083-21-1256080（行庫代號：119） 

傳真電話：02-26295000 

 

提醒：將匯款單或 ATM 轉帳單黏貼在本表上方後，傳真回本診所，傳真：

（02）2629-5000便完成報名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