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健康促進科技協會 健康促進科技教育課程系列 

 

足部功能評估與快速客製化足矯具製作工作坊 

 

 
一、主辦單位：台灣健康促進科技協會 

 

二、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三、課程概述： 

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說：「步行是最好的醫藥」。俗諺說：「活動活動，要活

就要動」。步行及運動對健康的正面影響，早已見諸文獻，亦是臨床實務與健康

促進廣為採用的原則。正常的行走運動功能以及個體移動時的穩定與安全均有

賴健康的足部。各類先天的或是後天的傷害與退化，如骨骼排列異常、肌肉張

力失調或是韌帶筋膜鬆弛等，都會影響足部結構功能，進而產生不正常的力量

以及組織異常拉扯或擠壓，造成發炎疼痛、組織增生或是骨骼變形等症狀，以

致行動力下降影響生活品質。此外，老年人身體機能與系統組織的退化，造成

肌力與肌耐力下降與關節活動度減少而影響行走功能。隨著台灣社會的高齡

化，老年人足部健康的維持更顯重要，不僅可增進老年人的下肢行走功能，有

助促進老年族群身體機能，還可以減少跌倒風險與關節不適，提升生活品質並

延緩失能。因此，快速正確評估足部功能，有助問題篩檢及決定適當介入方

式，對臨床專業人員與需要幫助的老年人或病人極為重要。 

 

傳統的足部矯具製作所需評估、取模與製作常常分開由不同人執行，由於量測

工具的限制與人員的經驗不同，其間存在許多資訊與判斷的落差，例如，透過

平面足印來評估三維足弓型態，藉由動態地面足壓製作三維足墊，評估治療師

無法親自製作足墊，而足墊製作者只能面對石膏模，想像如何製作足墊以矯正

未謀面的病人的足部。以致實務上，常常需要反覆讓病患試穿調整，耗時耗

力。對治療師、矯具師與病人都是負擔，亟待改善。 

 

隨著科技的進步，足部的評估與矯具製作方法也日新月異，台灣健康促進科技

協會特別與各臨床專業學會與工會合作，開設【足部功能評估與快速客製化足

矯具製作工作坊】系列教育訓練課程，引進最新的以生物力學創新科技為基礎

的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設備與技術，教導學員學習足部評估、取模與製作

三合一的創新方式，理論與實務兼具。由於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

操作方式以及所需具備的基礎知識與觀念跟傳統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本系列

課程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足部評估」，第二階段則是「快速客製化足墊

製作」。 

 



第一階段: 創新足部功能生物力學評估理論與實務 

本階段課程旨在教導學員使用台灣健康促進科技協會【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

具製作系統】進行三維同步足型與足壓量測、學習足部評估與報告解讀。除了

強化足踝部之功能解剖、生物力學、與常見疾病與傷害等知識外，特別著重實

際操作與互動討論，讓學員快速學會以三維同步足型與足壓量測為基礎的科技

化足部功能評估技術，並具備學習第二階段課程所需的能力。 

 

第二階段：快速客製化足墊製作理論與實務 

本階段課程則是基於第一階段的基礎，進一步了解不同族群足部之常見疾病與

臨床處理方式，並透過兩人一組學習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

統】為彼此製作客製化足墊。學員將具備獨立製作客製化足墊的能力。 

 

四、課程目標 

強化學員足踝功能解剖、生物力學、常見疾病與傷害等知識，以及足部功能評

估之基本能力。使學員具備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進行足

部評估、矯正取型以及快速客製化足墊製作之能力，能獨立為病人提供快速足

部功能評估與客製化足矯具製作服務。 

 

五、課程對象 

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運動傷害防護員等相關專業人員。 

 

六、繼續再教育學分 

職能治療學會（申請中） 

物理治療學會（申請中） 

 

七、課程費用 

第一階段課程（最多 40名）：每位學員費用 NT$2,500 元 

第二階段課程（最多 20名，需上過初階課程）：每位學員費用 NT$8,500 元 (含

市價 NT$5,500客製化足墊一雙)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課程一起報名，每位學員費用 NT$10,000 元。 

 

八、報名流程 

1. 報名截止日：台中場 8月 22日；台北場 9月 26日 

2. 報名方法： 

a. 請於報名截止前至協會網頁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寄至

tahpt.2018@gmail.com。 

b. 線上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下列網址完成報名  

https://goo.gl/forms/6gc9lz3xqplVmq7j1 

3. 於收到協會回覆電郵確認後，以《郵局匯款》繳交費用，並將匯款收執聯或

http://tahpt.oemal.tw/IndexController/education
mailto:tahpt.2018@gmail.com
https://goo.gl/forms/6gc9lz3xqplVmq7j1


ATM轉帳單掃描 email 寄至協會。俟收到協會確認郵件方完成報名。 

4. 開課前三天，協會會 email 上課通知（含上課地點及報到等注意事項），未收

到者，請主動與協會聯絡，謝謝您的配合！ 

 

九、繳費方式 

戶名：台灣健康促進科技協會 

郵局代號：700 

帳號：0001131-1153325 

 

十、備註： 

1. 學員完成課程【台灣健康促進科技協會】將頒發結業證書。 

2. 主辦單位保有變更議程時間、內容、講師、場地之權利 

3. 如需取消報名，請於開課一周前完成取消程序，報名費將退還一半。逾

期恕不退費。 

 

十一、 聯絡人：傅仰傑 

電話：(02) 27324943 

電子信箱：tahpt.2018@gmail.com 

 

十二、 場次 

台中場： 

第一階段課程 8/25 (六) 

第二階段課程 8/26 (日)  

上課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系 物理治療實習教室 

 

台北場： 

第一階段課程 9/29 (六) 

第二階段課程 9/30 (日)  

上課地點：臺大職能治療學系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 431教室 

 

 

  

mailto:tahpt.2018@gmail.com


十三、 課程內容 

 

台中場： 

8/25 (六)  第一階段：創新足部功能生物力學評估理論與實務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30 

足踝功能解剖學及生物
力學 

足踝部功能解剖學及相關生物力學觀

念，並透過觸診練習，強化學員對足

踝功能之認識。 

郭美英 

休息與討論 

10:50

－
12:20 

足部型態與下肢結構排
列 

足部型態與下肢結構排列之關聯性與

相關知識，並透過評估練習，強化學

員對足踝部排列之相關知識。 

劉紹龍 

午餐與交流 

13:20

－
14:50 

足部評估與足矯具之臨
床應用 

介紹正常足部功能之維持與傷害預

防、常見足部問題以及常見足部評估

方法與足矯具之臨床應用。 

柯怡峰 

休息與討論 

15:10

－
16:40 

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測
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化

足矯具原理 

介紹常見足型與足壓量測與評估方法

以及足型分類。介紹【新式足部功能

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之三維同步足

型與足壓量測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

化足矯具製作原理。 

傅仰傑 

休息與討論 

16:50

－
18:20 

足型足壓量測與評估練
習以及快速客製化足矯

具示範 
 

學習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

製作系統】進行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

測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化足矯具示範

製作。包括: 

1. 足型評估練習 

2. 系統評估結果解析說明 

3. 快速足矯具製作示範 

劉彥宏 

  



 

8/26 (日)  第二階段：快速客製化足墊製作理論與實務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30 

下肢理學及相關疾病評
估實務 

下肢主要關節之理學檢查及相關疾

病評估實務。透過實際操作練習強

化學員之學習效果。 

劉紹龍 

休息與討論 

10:50

－
12:20 

脊椎及骨盆理學及相關
疾病評估實務 

脊椎及骨盆等部位之理學檢查及相

關疾病評估實務。同時解釋下肢對

上述部位之影響，並透過實際操作

強化學員之學習效果。 

劉紹龍 

午餐與交流 

13:20

－
14:50 

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測
與足部功能評估實習 

學習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

具製作系統】之最新三維足型足壓

評估技術，並對其技術原理及相關

生物力學知識深入了解。每一位學

員都有充份練習機會。 

傅仰傑 

休息與討論 

15:10

－
16:40 

足部功能評估結果解析
實務 

學習如何解讀【新式足部功能評估

與矯具製作系統】產出之足部評估

報告及相關原理，並示範如何快速

進行足部評估。 

劉彥宏 

休息與討論 

16:50

－
18:20 

快速客製化足矯具製作
實習 

透過實際操作【新式足部功能評估

與矯具製作系統】，學習快速客製化

足墊製作技術。兩人一組練習，並

有助教指導，為同組組員製作足

墊。每位學員均有一雙自己的客製

化足墊，體驗最新科技所帶來的全

新體驗。學員將具備獨立製作客製

化足墊的能力。 

劉彥宏 

 

  



台北場： 

9/29 (六)  第一階段：創新足部功能生物力學評估理論與實務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30 

足踝功能解剖學及生物
力學 

足踝部功能解剖學及相關生物力學

觀念，並透過觸診練習，強化學員

對足踝功能之認識。 

郭美英 

休息與討論 

10:50

－
12:20 

足部型態與下肢結構排
列 

足部型態與下肢結構排列之關聯性

與相關知識，並透過評估練習，強

化學員對足踝部排列之相關知識。 

陳慶儒 

午餐與交流 

13:20

－
14:50 

足部評估與足矯具之臨
床應用 

介紹正常足部功能之維持與傷害預

防、常見足部問題以及常見足部評

估方法與足矯具之臨床應用。 

陳慶儒 

休息與討論 

15:10

－
16:40 

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測
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化

足矯具原理 

介紹常見足型與足壓量測與評估方

法以及足型分類。介紹【新式足部

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之三維

同步足型與足壓量測與評估，以及

快速客製化足矯具製作原理。 

傅仰傑 

休息與討論 

16:50

－
18:20 

足型足壓量測與評估練
習以及快速客製化足矯

具示範 
 

學習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

具製作系統】進行三維同步足型足

壓量測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化足矯

具示範製作。包括: 

1. 足型評估練習 

2. 系統評估結果解析說明 

3. 快速足矯具製作示範 

劉彥宏 

 

  



 

9/30 (日)    第二階段：快速客製化足墊製作理論與實務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0:30 

下肢理學及相關疾病評
估實務 

下肢主要關節之理學檢查及相關疾

病評估實務。透過實際操作練習強

化學員之學習效果。 

洪士文 

休息與討論 

10:50

－
12:20 

脊椎及骨盆理學及相關
疾病評估實務 

脊椎及骨盆等部位之理學檢查及相

關疾病評估實務。同時解釋下肢對

上述部位之影響，並透過實際操作

強化學員之學習效果。 

洪士文 

午餐與交流 

13:20

－
14:50 

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測
與足部功能評估實習 

學習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

具製作系統】之最新三維足型足壓

評估技術，並對其技術原理及相關

生物力學知識深入了解。每一位學

員都有充份練習機會。 

傅仰傑 

休息與討論 

15:10

－
16:40 

足部功能評估結果解析
實務 

學習如何解讀【新式足部功能評估

與矯具製作系統】產出之足部評估

報告及相關原理，並示範如何快速

進行足部評估。 

劉彥宏 

休息與討論 

16:50

－
18:20 

快速客製化足矯具製作
實習 

透過實際操作【新式足部功能評估

與矯具製作系統】，學習快速客製化

足墊製作技術。兩人一組練習，並

有助教指導，為同組組員製作足

墊。每位學員均有一雙自己的客製

化足墊，體驗最新科技所帶來的全

新體驗。學員將具備獨立製作客製

化足墊的能力。 

劉彥宏 

 

 



十四、 課程內容說明 

 

第一階段：創新足部功能生物力學評估理論與實務 

1. 足踝功能解剖學及生物力學 (90分鐘) 

足踝部功能解剖學及相關生物力學觀念，並透過觸診練習，強化學員對足踝

功能之認識。內容包括足踝解剖學、足踝生物力學以及足踝解剖學觸診練

習。 

 

2. 足部型態與下肢結構排列 (90 分鐘)  

足部型態與下肢結構排列之關聯性與相關知識，並透過評估練習，強化學員

對足踝部排列之相關知識。內容包括距下關節正中位置 (承重 vs.非承重)、

前後足的對應關係、脛骨旋轉、股骨前傾、長短腳等。 

 

3. 足部評估與足矯具之臨床應用 (90 分鐘) 

介紹正常足部功能之維持與傷害預防、常見足部問題以及常見足部評估方法

與足矯具之臨床應用。 

 

4. 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測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化足矯具原理 (90 分鐘) 

介紹常見足型與足壓量測與評估方法以及足型分類。介紹【新式足部功能評

估與矯具製作系統】之三維同步足型與足壓量測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化足

矯具製作原理。內容包括： 

(1) 三維足型評估原理  

(2) 常見足型分類原則  

(3) 三維足壓評估原理 

 

5. 足型足壓量測與評估練習以及快速客製化足矯具示範 (90 分鐘) 

學習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進行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測

與評估以及快速客製化足矯具示範製作。包括: 

(1) 足型評估練習 

(2) 系統評估結果解析說明 

(3) 快速足矯具製作示範 

 

  



第二階段：快速客製化足墊製作理論與實務 

1. 下肢理學及相關疾病評估實務 (90 分鐘) 

下肢主要關節之理學檢查及相關疾病評估實務。透過實際操作練習強化學員

之學習效果。內容包括髖關節、膝關節及足踝關節等。 

 

2. 脊椎及骨盆理學及相關疾病評估實務 (90 分鐘) 

脊椎及骨盆等部位之理學檢查及相關疾病評估實務。同時解釋下肢對上述部

位之影響，並透過實際操作強化學員之學習效果。內容包括脊椎側彎、骨盆

與骶髂關節及長短腳等。 

 

3. 三維同步足型足壓量測與足部功能評估實習 (90 分鐘) 

學習使用【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之最新三維足型足壓評估技

術，並對其技術原理及相關生物力學知識深入了解。每一位學員都有充份練

習機會。 

 

4. 足部功能評估結果解析實務 (90 分鐘) 

學習如何解讀【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產出之足部評估報告及

相關原理，並示範如何快速進行足部評估。 

 

5. 快速客製化足矯具製作實習 (90 分鐘) 

透過實際操作【新式足部功能評估與矯具製作系統】，學習快速客製化足墊

製作技術。兩人一組練習，並有助教指導，為同組組員製作足墊。每位學員

均有一雙自己的客製化足墊，體驗最新科技所帶來的全新體驗。學員將具備

獨立製作客製化足墊的能力。 

 

 

  



十五、 講師介紹 

 

郭美英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副系主任 

學歷：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 

 美國紐約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 復健醫學系 學士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助教 

 

洪士文 

現職：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 

 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經歷：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骨科部動作分析室 物理治療師 

 

傅仰傑 

現職：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研究員 

 台灣健康促進科技協會 秘書長 

學歷： 美國喬治亞大學 肌動學系 博士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 

經歷： 美國喬治亞大學 肌動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 運動科學系 助理教授 

 

劉彥宏 

現職： 合立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系 學士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經歷：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物理治療科 專任講師 

 三峽恩主公醫院 復健科 物理治療師 

 高雄惠民醫院 復健科 物理治療師 

 台北安成診所 復健科 物理治療師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山衛科技有限公司 BTS 產品經理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物理治療科 兼任講師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物理治療科 兼任講師 

 

柯怡峰 

現職：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長照事業系 講師 

學歷： 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班 



 長庚大學 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 碩士 

 中山醫學院 復健醫學系 職能治療組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復健醫學部 職能治療組 組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復健醫學部 職能治療師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合宜輔具中心 督導 

 

陳慶儒 

現職： 惠安復健科診所  物理治療師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系 學士 

經歷： Dr.Foot 物理治療師督導 

 台中慈濟醫院 物理治療師 

 

劉紹龍 

現職：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物理治療科 講師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研究所 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系 學士 

經歷： 屏東國仁醫院 物理治療師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物理治療科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