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疾病鑑別及物理治療處置整合課程 

主辦單位：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課程說明】 

一、宗旨及大綱： 

疾病鑑別能力是物理治療師必須具備的能力，因為法規上物理治療師治療需要有醫

師轉介的醫囑，很多治療師隨著臨床就會忽略這塊；但在物理治療的養成過程中，疾病

鑑別能力都是學校最著重的那部份，因為那是治療人員最能夠在醫療環境中，最能夠保

護自己的方式，好的疾病鑑別能力除了可以正確找到疾病，更重要的是篩出必須要轉介

的病人，各專業互相合作，才是好的醫療團隊模式。 

醫師、物理治療師、防護員和教練是互相輔助的角色，協會今年開設系統性整合課

程，邀請醫師教導如何從影像學找出疾病的蹤跡，提供手術標準和術後的流程，配合物

理治療師的理學檢查和物理治療處置，最後進到運動處置的部份。 

課程皆會以臨床常見疾病為出發點，讓學員從各方面了解評估及介入的方式。共有

六大主軸，包括：肩、肘腕、髖、膝、踝、脊椎，分別為六次課程。 

 

二、地點：內湖力康健康管理中心(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356號 2樓) 

  

三、對象：醫師、物理治療師(生)、運動傷害防護員、教練，共計 20人 

 

四、學分：物理治療師(生)、運動傷害防護員學分(申請中) 

 

五、費用：＊一般報名：每人 3,000 元  ＊3人團報價：每人 2,700 元 

     ＊單人單次報三堂以上課程：單堂 2,700 元 X堂數 

 

六、報名方式：即日起至課程開始前七日截止報名，或額滿即截止 

報名繳費方式如下： 

    (1) 銀行轉帳戶名：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2) 銀行：第一銀行(007)       帳號：24610003836 

(3) 繳費前請先寄信詢問是否還有名額，協會信箱：taiwanssap@gmail.com。 

(4) 來信後，會盡速回信報名表單。 

(5) 如報名人數超過名額，則以繳費順序為參考依據。 

  



 

七、注意事項 

(1) 因故無法參加者，須經告知本協會後，方可將名額轉讓給他人，以保障其他報

名者權利 

(2) 因故無法參加者，經告知本協會退費，退費規定如下： 

開課日七天前(不包含七天)取消報名，退已繳交單堂費用扣除行政費用 500元及轉

帳手續費後之費用；開課日七天內取消報名，退已繳交單堂費用扣除行政費用 1000

元及轉帳手續費後之費用；開課日當天後，恕不進行退費。 

若遇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退已繳交單堂費用扣除轉帳手續費後之費用 

(3) 本次研習不提供午餐。 

(4) 會議場地禁止飲食，為響應環保，建議攜帶水壺或水杯。 

(5) 有任何建議與疑問，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00後敬請來電：(02)26470755  – 劉

育銓先生或黃雅芳小姐。課程當天若有狀況詢問，盡請透過電子信箱或協會臉書私

訊。 

(6) 課程將會提供收據，若收據抬頭需要更改，請電話連絡。 

  



 

【活動日程表】  

2/2 肩關節: 針對：旋轉肌問題、關節唇受損、五十肩…等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5~09:00 報到  

09:00~09:50 肩關節影像學判讀 陳彥志醫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常見肩關節傷害介紹及處理方式 陳彥志醫師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肩關節傷害手術前後醫療建議 陳彥志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常見肩關節理學檢查及實作練習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肩關節徒手治療手法教學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肩關節運動治療建議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6:00-16:10 休息  

16:10-17:40 Flossband於肩關節應用 劉育銓物理治療師 

 

4/12 肘、腕關節: 針對：網球肘、少棒肘、前臂骨遠端骨折、腕骨問題…等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5~09:00 報到  

09:00~09:50 肘、腕關節影像學判讀 陳彥志醫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常見肘、腕關節傷害介紹及理學檢查 陳彥志醫師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肘、腕關節傷害手術前後醫療建議 陳彥志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肘、腕關節動作檢查及實作練習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肘、腕關節徒手治療手法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肘、腕關節運動治療建議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6:00-16:10 休息  

16:10-17:40 Flossband 於肘、腕關節應用 劉育銓物理治療師 

  



 

6/7 髖關節: 針對：髖關節夾擠症、臀肌問題、退化性關節炎、坐骨神經問題…等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5~09:00 報到  

09:00~09:50 髖關節影像學判讀 陳彥志醫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常見髖關節傷害介紹及理學檢查 陳彥志醫師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髖關節傷害手術前後醫療建議 陳彥志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髖關節動作檢查及實作練習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髖關節徒手治療手法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髖關節運動治療建議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6:00-16:10 休息  

16:10-17:40 Flossband於髖關節應用 楊美娜物理治療師 

 

8/2 膝關節: 針對：髕骨股骨症候群、十字韌帶損傷、半月板損傷、膝前疼痛…等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5~09:00 報到  

09:00~09:50 膝關節影像學判讀 陳彥志醫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常見膝關節傷害介紹及理學檢查 陳彥志醫師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膝關節傷害手術前後醫療建議 陳彥志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膝關節動作檢查及實作練習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膝關節徒手治療手法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膝關節運動治療建議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6:00-16:10   

16:10-17:40 Flossband於膝關節應用 楊美娜物理治療師 

 

  



 

9/27 踝關節: 針對：腳踝扭傷、阿基里斯腱損傷、足底筋膜炎、拇指外翻…等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5~09:00 報到  

09:00~09:50 踝關節影像學判讀 陳彥志醫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常見踝關節傷害介紹及理學檢查 陳彥志醫師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踝關節傷害手術前後醫療建議 陳彥志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踝關節動作檢查及實作練習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踝關節徒手治療手法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踝關節運動治療建議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6:00-16:10 休息  

16:10-17:40 Flossband於踝關節應用 楊美娜物理治療師 

 

12/6 脊椎: 針對：脊椎退化、椎間盤突出、脊椎滑脫…等 

 

時間 課程 講師 

08:45~09:00 報到  

09:00~09:50 脊椎影像學判讀 陳彥志醫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常見脊椎傷害介紹及理學檢查 陳彥志醫師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脊椎傷害手術前後醫療建議 陳彥志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脊椎動作檢查及實作練習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脊椎徒手治療手法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脊椎運動治療建議 李雅芳物理治療師 

16:00-16:10 休息  

16:10-17:40 Flossband於脊椎應用 劉育銓物理治療師 

 

  



 

 

【交通路線】 內湖力康健康管理中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356號 2樓 

 

公車： 

   首都客運：21、21直 

   指南客運：28 

   大都會客運：222、287、287區 

   光華巴士：247、247區、267、620、 620

區、677 

   大有巴士：620 

   欣欣客運：646、646區 

   捷運接駁公車：棕 16、紅 2、藍 7、藍

26  

搭乘上述班次至「麗山街站」站下車。 

 

捷運： 

    捷運文湖線「西湖站」下車,2 號出 口

右轉步行 5 分鐘 

 

  



 

【講師介紹】 

陳彥志 醫師 

現任：台中光田綜合醫院骨科運動醫學醫師 

學經歷：台北榮總骨科總醫師、運動醫學專科會員 

NASM CES 矯正運動專家、NSCA CSCS 肌力體能專家、NSCA CSPS 特殊族群訓練

專家 

SFMA Lv1、KPM關鍵點療法、動態貼布 L1、解剖列車筋膜訓練學 

懷孕及產後婦女訓練證照、解剖列車筋膜訓練證照 

呼吸評估與動作整合 LV1、2、應用肌動學 LV1、2、3 

專長：關節鏡前後十字韌帶重建、半月板修補、肩關節旋轉肌袖修補手術 

 

李雅芳 物理治療師 

現任：雙全物理治療所 所長 

學經歷：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學士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碩士 

新衡物理治療所 資深物理治療師 

專長：禪柔運動（GYROKINESIS®）、彼拉提斯、懸吊訓練、多功能滾筒 MOTR 

顱薦椎治療（CranioSacral Therapy）、神經鬆動術（Neural Manipulation）、內臟

筋膜鬆動術 （Visceral Manipulation）、SEAS脊椎側彎矯正運動治療、國際 Balanced 

Body多功能滾筒 MOTRTM 指導員 結訓 (2017) 

 

劉育銓 物理治療師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經歷: Sanctband/Flossband 亞洲區認證講師 

   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教研長 

     力健復健科診所 物理治療師 

     陽明大學運動傷害防護社授課老師 

     中華室內五人制足球企業聯賽醫護組負責人 

 

 

 

 

 

 

 



 

楊美娜 物理治療師 

學歷: 中山醫學院復健醫學系 物理治療組畢業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認證 主治物理治療師 

 

經歷: Flossband 亞洲區認證講師 

力康運動醫學機構 下肢生物力學評估與鞋墊製作暨姿態與步態調整 

嘉義基督教醫院 物理治療師 

埔墘實和聯合診所 物理治療組長 

國軍台北聯合門診中心 物理治療組長 

佳禾骨科診所 足部評估與鞋墊製作 

群康復健科 物理治療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