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新竹縣物理治療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 
 

澳洲高階骨科徒手治療: 肩關節之整合評估 
Australian Advanced Orthopaedic Manual Therapy: 

Integrated Assessment for Shoulder Complex 
主辦單位：新竹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上課地點：新竹縣東元綜合醫院地下二樓復健治療室 

上課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8 點 30 分至 17 點 50 分 

          10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 8 點 30 分至 17 點 50 分 

共二天課程，需二天同時報名，恕不接受分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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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是以肩關節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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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將從問診、檢查、診斷、到治

療，逐步的說明每一個項目的理由，做適當的問診，做正確的檢查，以及選擇適

合的治療手法。 
 
課程表：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106年11月25日（星期六） 

8:00~8:30 報到  

8:30~9:30 Screening questions 
- To ask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problem and rule 

out some red flag issue 

張建浩 

9:30~11:30 Observation, AROM 
- To check the normal alignment of shoulder girdle 
- To realize the meaning of AROM 

張建浩 

11:30~11:40 休息  

11:40~12:40 
PROM 
-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end feel of PROM 

張建浩 

12:40~13:40 中午休息  



13:40~14:40 
Structure differentiation 
- To differentiate the nerve or musculoskeletal 

issue 

張建浩 

14:40~14:50 休息  

14:50~16:50 
Accessory Movement, Palpation 
- To perform the joint accessory movement 
- To the locate and catch the texture of structure 

張建浩 

16:50~17:50 Muscle length examination, MMT 
- To perform the appropriate measure of msucle 

張建浩 

106年11月26日（星期日） 
8:00~8:30 報到  

8:30~10:30 Special test, treatment selection 
- To realize the meaning of special test  
- To choose appropriate treatment 

張建浩 

10:30~10:40 休息  
10:40~12:40 Motor control 

- To learn the concept of stabilization exercise 
張建浩 

12:40~13:40 中午休息  
13:40~14:40 MWM 

- To use the Mulligan approach as clinical 
treatment 

張建浩 

14:40~15:10 Neurodynamics approach(1) 
- To learn the mechanics of neural tissue 

張建浩 

15:10~15:20 休息  
15:20~16:50 Neurodynamics approach(2) 

- To apply appropriate technique to test and treat 
clients 

張建浩 

16:50~17:50 Integration 
- To use clinical reasoning to analyze the clients’ 

problem 

張建浩 

 
【講師介紹】 

張建浩 
學歷：澳洲南澳大學競技運動及骨骼肌肉物理治療碩士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Certificate attendance of Neuromeningeal Manipulation 
      Certificate attendance of Visceral Manipulation 
      Certificate of Spinal Manipulation 



      Certificate of Neurodynamics Treatment 
      Certificate of Mulligan’s Approach 
      Certificate of Movement Solution 
經歷：台北慈濟醫院資深物理治療師 
現職：私人工作室 

【學員名額】30 人 
【學分認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中 

【報名截止日】10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截止報名。 

【報名費用】新竹縣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 400 元。 
其他物理治療師(生)公會會員 3600 元。 
請事先電話探詢是否有名額，額滿為止。 

匯款帳號：50085954；戶名：新竹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報名方式】 
請務必事先電話詢問是否有名額（03~5527000#2207），再以 E-mail 報名。 
E-mail 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回傳 feiya0930@gmail.com。請註明所屬公會名稱、姓

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及匯款收據。 

【課程注意事項】 
1.課程備有講義及課後點心，但不提供紙杯，請自行準備茶杯。 

2.若在上課前 3天前臨時告知無法出席者，上課費用將不接受退費，敬請見諒。 

3.請準時出席課程，若逾時超過 15 分鐘將不予簽到。 

4.若有相關問題請電至 03-5527000-2207 找謝妃雅理事長。 

【交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