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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下肢臨床實作策略與治療技巧 

(Approach Strategy and Treatment Technique of Upper 

Extremity and Lower Extremity) 

主辦單位：員林郭醫院大村分院 

          中華健康生活運動保健協會 

上課地點：員林郭醫院大村分院 2F 康甘館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 2-9 號) 

上課時間：104 年 11 月 29 日(星期日) 上午 8 點 30 分至下午 5 點 20 分(第一天) 

          104 年 12 月 06 日(星期日) 上午 8 點 30 分至下午 5 點 20 分(第二天) 

【課程說明】 

 臨床上常遇到上&下肢周邊關節問題及運動傷害的求診患者，其中症狀變異

性頗大，處理起來結果也常不如預期。因此如何透過個案的病史描述、簡易的評

估鑑別出個案不適的源頭，決定治療策略是極其重要的。本課程將介紹『3R 治

療策略』，著重於臨床在上&下肢問題的應用，治療師將學到在面對臨床個案時，

如何思考全面的治療方針，包含選擇適合的治療技術、完整治療計畫。 

本次上&下肢臨床實作策略與治療技巧課程很榮幸邀請到易康脊足體態物理

治療所陳嘉仁院長，以多年經營物理治療所經驗，與學員分享臨床上&下肢常見

問題的處理，並以實證醫學與症狀導向的評估方式，迅速的找到個案不適的源

頭，並按照症狀的分期，給予當下適合的治療方式。 

本課程適合對於周邊關節手法治療有興趣的學員報名。 

【學員名額】  30 人 

【學分認證】臺灣物理治療學會繼續教育積分 16.0  積分 

(臺物學審字 1040100398 號) 

      
【報名截止日】104 年 11 月 23 日(星期一)截止報名。 

【報名費用】物理治療師公會會員 2000 元(包含兩天課程及中餐) 

其他人員 2400 元(包含兩天課程及中餐)。 

【報名方式】報名前請務必事先電話探詢是否有名額(04-8539666 轉 2119 黃小姐) 

請利用 ATM 轉帳 

銀行：中國信託員林分行(822) 

匯款帳號： 428890015984 

戶名：許宏駿 

Mail：meiling.hwang@msa.hinet.net 

匯款完：請學員填妥報名表，mail 告知匯款帳號後五碼及報名表 

        資訊，收到後會以 mail 確認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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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陳嘉仁  院長 

學經歷： 

中國醫藥大學物理治療學系 

台灣物理治療學會審定 主治療師 

守真物理治療所 院長 

現任： 

中華健康生活運動保健協會秘書長 

易康脊足體態物理治療所院長 

舜復脊足醫學團隊 事務長 

第一天 

【課程表】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08:00~08:30 Registration 工作人員 

08:30~09:20 
Proposed model guiding rehabilitation for frozen 

shoulder 
陳嘉仁 院長 

09:20~10:10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frozen shoulder / Practice 陳嘉仁 院長

10:10~10:30 Break 工作人員 

10:30~11:20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oulder 

impingement syndrome 
陳嘉仁 院長 

11:20~12:10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shoulder impingement 

syndrome / Practice 
陳嘉仁 院長 

12:10~13:20 Lunch(on own) 工作人員 

13:20~14:10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elbow pain / Practice 陳嘉仁 院長

14:10~15:00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wrist pain / Practice 陳嘉仁 院長

15:00~15:20 Break 工作人員 

15:20~16:10 
Treatment guideline and manual therapy for de 

Quervain disease & trigger finger / Practice 
陳嘉仁 院長 

16:10~17:00 
Palpation and realignment techniques of the 

carpal bones / Practice 
陳嘉仁 院長 

17:00~17:20 Conclusion of course／Questions & answers 陳嘉仁 院長 

 

第二天 

【課程表】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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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30 Registration 工作人員 

08:30~09:20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lower extremity 陳嘉仁 院長 

09:20~10:10 Hip and buttock pain 陳嘉仁 院長

10:10~10:30 Break 工作人員 

10:30~11:20 
Manual therapy techniques for the hip 

complex(Ⅰ) 
陳嘉仁 院長 

11:20~12:10 
Manual therapy techniques for the hip 

complex(Ⅱ) 
陳嘉仁 院長 

12:10~13:20 Lunch(on own) 工作人員 

13:20~14:10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陳嘉仁 院長

14:10~15:00 Manual therapy techniques for the knee complex 陳嘉仁 院長

15:00~15:20 Break 工作人員 

15:20~16:10 Manual therapy techniques for the ankle complex 陳嘉仁 院長

16:10~17:00 
Palpation and realignment techniques of the ankle 

joint 
陳嘉仁 院長 

17:00~17:20 Conclusion of course／Questions & answers 陳嘉仁 院長 

【課程注意事項】 

1. 本課程提供中餐 

2. 請著寬鬆衣物以利實習 

3. 請攜帶環保杯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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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課程名稱 上肢&下肢臨床實作策略與治療技巧 

中文姓名  
 

會員編號  
 

所屬公會 
□物理治療師(生)公會 
□其他 

身份證字號 
（學分認證用） 

  

服務單位  
 

手 機  
 

E-mail 
 
 

匯款金額 
□物理治療師公會會員 2000  元 
□他會學員 2400 元 

 
匯款帳號後五碼（請務必填寫）：                               
 

連絡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