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20182018 徒手治療課程徒手治療課程徒手治療課程徒手治療課程 

一一一一....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譚老師於譚老師於譚老師於譚老師於 1991199119911991 年進入台中榮總任職年進入台中榮總任職年進入台中榮總任職年進入台中榮總任職，，，，在骨科徒手治療的領域中受到周崇頌醫師的啟蒙與在骨科徒手治療的領域中受到周崇頌醫師的啟蒙與在骨科徒手治療的領域中受到周崇頌醫師的啟蒙與在骨科徒手治療的領域中受到周崇頌醫師的啟蒙與

指導指導指導指導。。。。1995199519951995 赴美國加州赴美國加州赴美國加州赴美國加州    Sorlandes Institute Sorlandes Institute Sorlandes Institute Sorlandes Institute 受訓受訓受訓受訓。。。。於臨床工作中學習美國於臨床工作中學習美國於臨床工作中學習美國於臨床工作中學習美國 StanleyStanleyStanleyStanley、、、、骨病醫骨病醫骨病醫骨病醫

師師師師 GreenmanGreenmanGreenmanGreenman、、、、英國骨科醫師英國骨科醫師英國骨科醫師英國骨科醫師 CyriaxCyriaxCyriaxCyriax、、、、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MulliganMulliganMulliganMulligan、、、、英國脊椎側彎英國脊椎側彎英國脊椎側彎英國脊椎側彎 SpineCorSpineCorSpineCorSpineCor、、、、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SchrothSchrothSchrothSchroth

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治療酸痛與脊椎側彎矯正的經驗超過治療酸痛與脊椎側彎矯正的經驗超過治療酸痛與脊椎側彎矯正的經驗超過治療酸痛與脊椎側彎矯正的經驗超過 26262626 年年年年，，，，對於自費治療市場的經驗豐富對於自費治療市場的經驗豐富對於自費治療市場的經驗豐富對於自費治療市場的經驗豐富。。。。常於物常於物常於物常於物

理治療師公會理治療師公會理治療師公會理治療師公會、、、、中醫師公會授課中醫師公會授課中醫師公會授課中醫師公會授課。。。。2018201820182018 年徒手治療研習課程年徒手治療研習課程年徒手治療研習課程年徒手治療研習課程，，，，著重操作練著重操作練著重操作練著重操作練習習習習，，，，迅速上手迅速上手迅速上手迅速上手！！！！ 

二二二二....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三三三三....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    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新店新店新店新店耕莘醫院耕莘醫院耕莘醫院耕莘醫院、、、、台中市國安復健科診所台中市國安復健科診所台中市國安復健科診所台中市國安復健科診所 

四四四四....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    新店新店新店新店耕莘醫院耕莘醫院耕莘醫院耕莘醫院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    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362362362 號號號號 CCCC 棟棟棟棟 1111 樓樓樓樓    

                                                    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20120120120 之之之之 9999 號號號號((((重維重維重維重維 1111 樓樓樓樓))))    

                                                    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仁愛醫院仁愛醫院仁愛醫院仁愛醫院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    10101010 號號號號((((由由由由 30303030 巷進入上課場地巷進入上課場地巷進入上課場地巷進入上課場地))))    

五五五五....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學員人數::::每班每班每班每班 30303030 人人人人。。。。 

六六六六....聯絡專線聯絡專線聯絡專線聯絡專線::::    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秘書長黃駿翰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秘書長黃駿翰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秘書長黃駿翰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秘書長黃駿翰 0982 30982 30982 30982 367 28167 28167 28167 281 

七七七七....學分時數學分時數學分時數學分時數::::物理治療學會學分申請審核中物理治療學會學分申請審核中物理治療學會學分申請審核中物理治療學會學分申請審核中 

八八八八....報名與費用報名與費用報名與費用報名與費用:::: 

            報名與費用報名與費用報名與費用報名與費用: 1070115: 1070115: 1070115: 1070115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以下方案擇一以下方案擇一以下方案擇一以下方案擇一:::: 

            報名單堂課報名單堂課報名單堂課報名單堂課::::每堂每堂每堂每堂 3500350035003500 元元元元。。。。 

            報名全期報名全期報名全期報名全期 5555 堂課堂課堂課堂課:15,000:15,000:15,000:15,000 元元元元。。。。 

            早鳥報名早鳥報名早鳥報名早鳥報名:10612:10612:10612:1061231313131 以前報名全期以前報名全期以前報名全期以前報名全期 5555 堂課者堂課者堂課者堂課者:13,500 :13,500 :13,500 :13,500  

            郵政劃撥帳號郵政劃撥帳號郵政劃撥帳號郵政劃撥帳號：：：：228 155 37   228 155 37   228 155 37   228 155 37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台灣脊椎側彎協會 

            劃撥單上務必註明班別劃撥單上務必註明班別劃撥單上務必註明班別劃撥單上務必註明班別、、、、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手機手機手機手機、、、、line IDline IDline IDline ID 

            即日受理報名即日受理報名即日受理報名即日受理報名，，，，額滿為止額滿為止額滿為止額滿為止。。。。劃撥後若因額滿未錄取者會全額退費劃撥後若因額滿未錄取者會全額退費劃撥後若因額滿未錄取者會全額退費劃撥後若因額滿未錄取者會全額退費。。。。    

            錄取後若無法上課者錄取後若無法上課者錄取後若無法上課者錄取後若無法上課者，，，，於於於於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2227777 日前可日前可日前可日前可 8888 折退費折退費折退費折退費，，，，於於於於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後可日後可日後可日後可 6666 折退費折退費折退費折退費。。。。 

九九九九....講師講師講師講師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990199019901990 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畢業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畢業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畢業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畢業    

            1995199519951995 美國加州美國加州美國加州美國加州    Sorlandes Institute Sorlandes Institute Sorlandes Institute Sorlandes Institute 受訓受訓受訓受訓    

            2001 Mulligan Concept Teachers Association 2001 Mulligan Concept Teachers Association 2001 Mulligan Concept Teachers Association 2001 Mulligan Concept Teachers Association 國際認證國際認證國際認證國際認證    

            2014201420142014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SpineCor LtdSpineCor LtdSpineCor LtdSpineCor Ltd 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國際認證國際認證國際認證國際認證    

2017201720172017 德德德德國國國國 SchrothSchrothSchrothSchroth 脊椎側彎國際認證脊椎側彎國際認證脊椎側彎國際認證脊椎側彎國際認證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1990199019901990----199119911991199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師    

            1991199119911991----2020202016161616    台中榮民總醫院物理治療師台中榮民總醫院物理治療師台中榮民總醫院物理治療師台中榮民總醫院物理治療師    

            2003200320032003----2004200420042004    台灣省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台灣省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台灣省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台灣省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    

            2008200820082008----2015201520152015    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技術主任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技術主任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技術主任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技術主任    

            2013201320132013----    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兼任副教授    

            2016201620162016----    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理事長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理事長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理事長台灣脊椎側彎協會理事長    

2017201720172017----    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路加醫療公司負責人路加醫療公司負責人路加醫療公司負責人路加醫療公司負責人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2004200420042004 基礎臨床按摩治療學基礎臨床按摩治療學基礎臨床按摩治療學基礎臨床按摩治療學    

                2005200520052005 脊椎與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與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與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與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    

                2008200820082008 脊椎徒手治療學脊椎徒手治療學脊椎徒手治療學脊椎徒手治療學    

                2013 2013 2013 2013 肌肉骨骼疾病之評估與徒手治療肌肉骨骼疾病之評估與徒手治療肌肉骨骼疾病之評估與徒手治療肌肉骨骼疾病之評估與徒手治療    

專利發明專利發明專利發明專利發明::::2009200920092009 氣囊式夜間脊椎矯正背架氣囊式夜間脊椎矯正背架氣囊式夜間脊椎矯正背架氣囊式夜間脊椎矯正背架、、、、脊椎側脊椎側脊椎側脊椎側彎矯正背架取模床彎矯正背架取模床彎矯正背架取模床彎矯正背架取模床    

    

十十十十....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課程編號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週日週日週日週日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講講講講        題題題題    

1111    

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13:0013:0013:0013:00～～～～17:3017:3017:3017:30    
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    

TTTTemporomandibular jointsemporomandibular jointsemporomandibular jointsemporomandibular joints    (TMJ)(TMJ)(TMJ)(TMJ)    
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00004444 日日日日    

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2222    

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13:0013:0013:0013:00～～～～17:3017:3017:3017:30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    

SSSS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    

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因故延期因故延期因故延期因故延期))))    

3333    

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13:0013:0013:0013:00～～～～17:3017:3017:3017:30    
骨盆帶錯位骨盆帶錯位骨盆帶錯位骨盆帶錯位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00001111 日日日日    

4444    

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13:0013:0013:0013:00～～～～17:3017:3017:3017:30    
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    

Mulligan MWM for 4 limbsMulligan MWM for 4 limbsMulligan MWM for 4 limbsMulligan MWM for 4 limbs    
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5555    

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台中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13:0013:0013:0013:00～～～～17:3017:3017:3017:30    
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    

Mulligan SNAGs for spiMulligan SNAGs for spiMulligan SNAGs for spiMulligan SNAGs for spinenenene    
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台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    

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台南班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1:1:1:    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 TTTTemporomandibular jointsemporomandibular jointsemporomandibular jointsemporomandibular joints    (TMJ)(TMJ)(TMJ)(TMJ)    

一一一一、、、、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治療師臨床上常遇到治療師臨床上常遇到治療師臨床上常遇到治療師臨床上常遇到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疼痛的病患疼痛的病患疼痛的病患疼痛的病患，，，，除了傳統超音波治療除了傳統超音波治療除了傳統超音波治療除了傳統超音波治療，，，，另外還有一套有系統另外還有一套有系統另外還有一套有系統另外還有一套有系統、、、、合合合合

乎邏輯評估乎邏輯評估乎邏輯評估乎邏輯評估與迅速有效的與迅速有效的與迅速有效的與迅速有效的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邀請邀請邀請邀請到到到到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演講演講演講演講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疼痛疼痛疼痛疼痛問題的評估與治療方式問題的評估與治療方式問題的評估與治療方式問題的評估與治療方式。。。。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二二二、、、、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12121212::::44440~0~0~0~13131313::::00000000    報報報報到到到到與與與與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00000~10~10~10~13333::::55550000    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55550~0~0~0~14141414::::44440000    顳顎關節臨床診斷顳顎關節臨床診斷顳顎關節臨床診斷顳顎關節臨床診斷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4141414::::44440~10~10~10~15555::::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5555::::00000~10~10~10~15555::::5555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5555::::55550~10~10~10~16666::::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6666::::44440000~1~1~1~17777::::2222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7777::::22220~10~10~10~17777::::33330000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三三三三、、、、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本身與週邊相關的本身與週邊相關的本身與週邊相關的本身與週邊相關的骨骼骨骼骨骼骨骼、、、、肌肉肌肉肌肉肌肉、、、、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病理學等在臨床病理學等在臨床病理學等在臨床病理學等在臨床

上之應用上之應用上之應用上之應用。。。。    

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顳顎關節臨床診斷顳顎關節臨床診斷顳顎關節臨床診斷顳顎關節臨床診斷::::        

學習顳顎關節痛的病因學習顳顎關節痛的病因學習顳顎關節痛的病因學習顳顎關節痛的病因、、、、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病史病史病史病史、、、、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觸診如何觸診如何觸診如何觸診((((淺層到深層淺層到深層淺層到深層淺層到深層的肌的肌的肌的肌

筋膜筋膜筋膜筋膜、、、、肌肉肌肉肌肉肌肉關節囊關節囊關節囊關節囊探索高張力探索高張力探索高張力探索高張力、、、、緊縮緊縮緊縮緊縮、、、、    條索條索條索條索、、、、扳機點扳機點扳機點扳機點))))、、、、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功能檢查功能檢查功能檢查功能檢查(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    Passive Passive Passive Passive 

ROMROMROMROM、、、、    Resisted ROM)Resisted ROM)Resisted ROM)Resisted ROM)    。。。。    

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顳顎關節臨床徒手顳顎關節臨床徒手顳顎關節臨床徒手顳顎關節臨床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治療原則治療原則治療原則治療原則、、、、顳顎關節關節囊牽拉技術顳顎關節關節囊牽拉技術顳顎關節關節囊牽拉技術顳顎關節關節囊牽拉技術、、、、顳顎關節關節鬆動技術顳顎關節關節鬆動技術顳顎關節關節鬆動技術顳顎關節關節鬆動技術、、、、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顳顎關節

關節脫位復位技術關節脫位復位技術關節脫位復位技術關節脫位復位技術。。。。    

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    顳顎關節臨床徒手顳顎關節臨床徒手顳顎關節臨床徒手顳顎關節臨床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口腔口腔口腔口腔內內內內、、、、外的軟組織筋膜技術外的軟組織筋膜技術外的軟組織筋膜技術外的軟組織筋膜技術，，，，解解解解緩顳緩顳緩顳緩顳顎顎顎顎關關關關節節節節障碍症狀障碍症狀障碍症狀障碍症狀((((肌肌肌肌痛痛痛痛、、、、牙關牙關牙關牙關緊閉緊閉緊閉緊閉、、、、

關節關節關節關節病變病變病變病變))))。。。。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2222::::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    

SSSS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    

一一一一、、、、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較陌生於於較陌生於於較陌生於於較陌生於於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S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S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S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S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損傷損傷損傷損傷的的的的鑑別診斷與治療鑑別診斷與治療鑑別診斷與治療鑑別診斷與治療((((徒徒徒徒

手治療與運動治療手治療與運動治療手治療與運動治療手治療與運動治療))))，，，，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邀請邀請邀請邀請到到到到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Shoulder girdle Shoulder girdle Shoulder girdle Shoulder girdle 

and ribcageand ribcageand ribcageand ribcage))))損傷的鑑別診斷與治療損傷的鑑別診斷與治療損傷的鑑別診斷與治療損傷的鑑別診斷與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    ，，，，以增進臨床專業技能以增進臨床專業技能以增進臨床專業技能以增進臨床專業技能。。。。歡迎有歡迎有歡迎有歡迎有興興興興

趣的趣的趣的趣的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二二二、、、、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12121212::::44440~0~0~0~13131313::::00000000    報報報報到到到到與與與與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        

13131313::::00000~10~10~10~13333::::55550000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13131313::::55550~0~0~0~14141414::::44440000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14141414::::44440~10~10~10~15555::::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5555::::00000~10~10~10~15555::::5555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11115555::::55550~10~10~10~16666::::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6666::::44440000~1~1~1~17777::::2222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11117777::::22220~10~10~10~17777::::33330000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三三三三、、、、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本身本身本身本身、、、、週邊相關的骨骼週邊相關的骨骼週邊相關的骨骼週邊相關的骨骼、、、、肌肉肌肉肌肉肌肉、、、、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病理學等在病理學等在病理學等在病理學等在

臨床上之應用臨床上之應用臨床上之應用臨床上之應用。。。。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課節課節課節課::::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損傷損傷損傷損傷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病史病史病史病史、、、、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觸診如何觸診如何觸診如何觸診((((觸診紅觸診紅觸診紅觸診紅、、、、

腫腫腫腫、、、、熱熱熱熱、、、、發炎發炎發炎發炎、、、、感染感染感染感染、、、、腫脹腫脹腫脹腫脹、、、、結節的大小結節的大小結節的大小結節的大小、、、、條索的長度條索的長度條索的長度條索的長度))))。。。。以便以便以便以便觸診確認執行觸診確認執行觸診確認執行觸診確認執行 DTFDTFDTFDTF、、、、local injectionlocal injectionlocal injectionlocal injection

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功能檢查功能檢查功能檢查功能檢查((((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    Passive ROMPassive ROMPassive ROMPassive ROM、、、、    Resisted RResisted RResisted RResisted ROM)OM)OM)OM)、、、、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特殊檢查特殊檢查特殊檢查特殊檢查    

((((special testspecial testspecial testspecial test))))、、、、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肋骨結構性錯位診斷肋骨結構性錯位診斷肋骨結構性錯位診斷肋骨結構性錯位診斷。。。。    

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治療原則治療原則治療原則治療原則、、、、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關節之關節之關節之關節之牽拉技術牽拉技術牽拉技術牽拉技術、、、、關節鬆動技術關節鬆動技術關節鬆動技術關節鬆動技術、、、、關節脫位復位關節脫位復位關節脫位復位關節脫位復位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肩胛帶與肋廓軟組織筋膜技術軟組織筋膜技術軟組織筋膜技術軟組織筋膜技術，，，，機能術機能術機能術機能術(muscle energy technique)(muscle energy technique)(muscle energy technique)(muscle energy technique) 與與與與

整脊整脊整脊整脊治療治療治療治療肋廓關節肋廓關節肋廓關節肋廓關節之之之之 dysfunction dysfunction dysfunction dysfunction 、、、、sublaxationsublaxationsublaxationsublaxation。。。。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3:3:3:3:    骨盆帶錯位骨盆帶錯位骨盆帶錯位骨盆帶錯位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一一一一、、、、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根據美國骨病醫師的臨床研究根據美國骨病醫師的臨床研究根據美國骨病醫師的臨床研究根據美國骨病醫師的臨床研究，，，，ppp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14141414 類並且有系統化的類並且有系統化的類並且有系統化的類並且有系統化的鑑鑑鑑鑑

別診斷方式與治療別診斷方式與治療別診斷方式與治療別診斷方式與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邀請邀請邀請邀請到到到到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前台中榮總復健科譚仕馨技術主任，，，，專專專專

題演講題演講題演講題演講 ppp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的鑑別診斷與治療的鑑別診斷與治療的鑑別診斷與治療的鑑別診斷與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徒手治療與運動治療))))    ，，，，以增進臨床專以增進臨床專以增進臨床專以增進臨床專

業技能業技能業技能業技能。。。。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二二二、、、、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12121212::::44440~0~0~0~13131313::::00000000    報報報報到到到到與與與與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00000~10~10~10~13333::::55550000    pelvis girpelvis girpelvis girpelvis girdledledledle 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55550~0~0~0~14141414::::44440000    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 鑑別鑑別鑑別鑑別診斷方法診斷方法診斷方法診斷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4141414::::44440~10~10~10~15555::::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5555::::00000~10~10~10~15555::::5555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ppp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5555::::55550~10~10~10~16666::::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6666::::44440000~1~1~1~17777::::2222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手手手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7777::::22220~10~10~10~17777::::33330000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三三三三、、、、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課課課課::::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週邊相關的骨骼週邊相關的骨骼週邊相關的骨骼週邊相關的骨骼、、、、肌肉肌肉肌肉肌肉、、、、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

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    

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病史病史病史病史、、、、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觸如何觸如何觸如何觸

診診診診((((前前前前、、、、後髂骨脊後髂骨脊後髂骨脊後髂骨脊、、、、恥骨聯合恥骨聯合恥骨聯合恥骨聯合、、、、大轉子大轉子大轉子大轉子、、、、內外腳踝內外腳踝內外腳踝內外腳踝、、、、薦骨溝薦骨溝薦骨溝薦骨溝 BSBSBSBS、、、、薦骨下外角薦骨下外角薦骨下外角薦骨下外角 ILAILAILAILA、、、、坐骨結節坐骨結節坐骨結節坐骨結節之不之不之不之不

對稱性對稱性對稱性對稱性 asymmetry)asymmetry)asymmetry)asymmetry)、、、、限制性限制性限制性限制性 RestricRestricRestricRestriction(tion(tion(tion(站立站立站立站立、、、、坐姿彎腰測試坐姿彎腰測試坐姿彎腰測試坐姿彎腰測試、、、、金雞獨立測試金雞獨立測試金雞獨立測試金雞獨立測試、、、、四點測試四點測試四點測試四點測試、、、、搖搖搖搖

擺測試擺測試擺測試擺測試、、、、彈性測試彈性測試彈性測試彈性測試))))、、、、軟軟軟軟組織組織組織組織的的的的品質品質品質品質 Texture(Texture(Texture(Texture(鼠蹊韌帶鼠蹊韌帶鼠蹊韌帶鼠蹊韌帶、、、、骶骨結節韌帶骶骨結節韌帶骶骨結節韌帶骶骨結節韌帶、、、、深層肌筋膜深層肌筋膜深層肌筋膜深層肌筋膜))))、、、、以便找以便找以便找以便找

出出出出 14141414 類類類類 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 結構性錯位診斷結構性錯位診斷結構性錯位診斷結構性錯位診斷。。。。    

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    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 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機能術機能術機能術機能術(muscle energy technique)(muscle energy technique)(muscle energy technique)(muscle energy technique)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14141414 類類類類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    

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    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pelvis girdle 徒手徒手徒手徒手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manimanimanimanipulationpulationpulationpulation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14141414 類類類類 pelvis pelvis pelvis pelvis girdle dysfunctiongirdle dysfunctiongirdle dysfunctiongirdle dysfunction。。。。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4:4:4:4:    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四肢動態關節鬆動術    

Mulligan MWM for 4 limbsMulligan MWM for 4 limbsMulligan MWM for 4 limbsMulligan MWM for 4 limbs    

一一一一、、、、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MulliganMulliganMulliganMulligan，，，，於威靈頓開業於威靈頓開業於威靈頓開業於威靈頓開業，，，，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期間發表過多篇期間發表過多篇期間發表過多篇期間發表過多篇

學術性文章學術性文章學術性文章學術性文章，，，，於於於於1993199319931993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MWMMWMMWMMWM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其後許多教課書其後許多教課書其後許多教課書其後許多教課書、、、、國際會國際會國際會國際會

議議議議、、、、醫學研究皆實證醫學研究皆實證醫學研究皆實證醫學研究皆實證MWMMWMMWMMWM的的的的療效療效療效療效。。。。MulliganMulliganMulliganMulligan認為認為認為認為SNAGSNAGSNAGSNAG易學易學易學易學、、、、易懂易懂易懂易懂、、、、易用易用易用易用、、、、療效神奇療效神奇療效神奇療效神奇，，，，讓治療病患讓治療病患讓治療病患讓治療病患

時時時時充滿樂趣充滿樂趣充滿樂趣充滿樂趣。。。。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本本本公會邀請公會邀請公會邀請公會邀請SNAGSNAGSNAGSNAG教課書教課書教課書教課書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傳授傳授傳授傳授以以以以MWMMWMMWMMWM來治療五十肩來治療五十肩來治療五十肩來治療五十肩、、、、網網網網

球肘球肘球肘球肘、、、、媽媽手媽媽手媽媽手媽媽手、、、、臗臗臗臗、、、、膝踝膝踝膝踝膝踝、、、、SSSS----IIII關節損傷等疾病關節損傷等疾病關節損傷等疾病關節損傷等疾病，，，，體驗體驗體驗體驗MWMMWMMWMMWM神奇療效神奇療效神奇療效神奇療效與治療與治療與治療與治療樂趣樂趣樂趣樂趣    

，，，，增進臨床專業技能增進臨床專業技能增進臨床專業技能增進臨床專業技能。。。。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歡迎有興趣的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二二二、、、、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12121212::::44440~0~0~0~13131313::::00000000    報報報報到到到到與與與與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00000~10~10~10~13333::::55550000    四肢四肢四肢四肢關節關節關節關節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55550~0~0~0~14141414::::44440000    四肢四肢四肢四肢關節關節關節關節 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 鑑別鑑別鑑別鑑別診斷方法診斷方法診斷方法診斷方法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4141414::::44440~10~10~10~15555::::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5555::::00000~10~10~10~15555::::5555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上上上上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肢動態關節鬆動術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5555::::55550~10~10~10~16666::::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6666::::44440000~1~1~1~17777::::2222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下下下下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肢動態關節鬆動術肢動態關節鬆動術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7777::::22220~10~10~10~17777::::33330000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三三三三、、、、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    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相關的骨骼相關的骨骼相關的骨骼相關的骨骼、、、、肌肉肌肉肌肉肌肉、、、、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神經之解剖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    

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 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    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 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腕骨錯位腕骨錯位腕骨錯位腕骨錯位、、、、髖關髖關髖關髖關

節錯位節錯位節錯位節錯位、、、、膝膝膝膝關節錯位關節錯位關節錯位關節錯位、、、、踝踝踝踝關節錯位關節錯位關節錯位關節錯位))))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病史病史病史病史、、、、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如如如何觸診何觸診何觸診何觸診、、、、

如何做功能檢查如何做功能檢查如何做功能檢查如何做功能檢查(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    Passive ROMPassive ROMPassive ROMPassive ROM、、、、    Resisted ROM)Resisted ROM)Resisted ROM)Resisted ROM)、、、、如何做特殊檢查如何做特殊檢查如何做特殊檢查如何做特殊檢查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test)test)test)test)、、、、如何得知如何得知如何得知如何得知結構性錯位診斷結構性錯位診斷結構性錯位診斷結構性錯位診斷。。。。    

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    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    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 之之之之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腕腕腕腕

骨錯位骨錯位骨錯位骨錯位、、、、髖關節錯位髖關節錯位髖關節錯位髖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達成復位達成復位達成復位達成復位。。。。    

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    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四肢關節    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 之動態關節鬆動術之動態關節鬆動術之動態關節鬆動術之動態關節鬆動術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將((((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胛骨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肩峰鎖骨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肘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遠端尺橈關節錯位、、、、腕腕腕腕

骨錯位骨錯位骨錯位骨錯位、、、、髖關節錯位髖關節錯位髖關節錯位髖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踝關節錯位))))達成復位達成復位達成復位達成復位。。。。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5555::::    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脊椎動態關節鬆動術    

Mulligan Mulligan Mulligan Mulligan SNAGSNAGSNAGSNAG    forforforfor    spinespinespinespine    

一一一一、、、、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紐西蘭物理治療大師 MulliganMulliganMulliganMulligan，，，，於威靈頓開業於威靈頓開業於威靈頓開業於威靈頓開業，，，，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在世界各地教授徒手治療，，，，期間發表過多期間發表過多期間發表過多期間發表過多

篇學術性文章篇學術性文章篇學術性文章篇學術性文章，，，，於於於於 1993199319931993 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年發表了代表性的作品『『『『SNAG SNAG SNAG SNAG 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其後許多教課書其後許多教課書其後許多教課書其後許多教課書、、、、國國國國

際會議際會議際會議際會議、、、、醫學研究皆實證醫學研究皆實證醫學研究皆實證醫學研究皆實證 SNAGSNAGSNAGSNAG 的療效的療效的療效的療效。。。。MulliganMulliganMulliganMulligan 認為認為認為認為 SNAGSNAGSNAGSNAG 易學易學易學易學、、、、易懂易懂易懂易懂、、、、易用易用易用易用、、、、療效神奇療效神奇療效神奇療效神奇，，，，讓讓讓讓

治療病患時充滿樂趣治療病患時充滿樂趣治療病患時充滿樂趣治療病患時充滿樂趣。。。。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本本本公會邀請公會邀請公會邀請公會邀請 SNAGSNAGSNAGSNAG 教課書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教課書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教課書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教課書的譯者譚仕馨副教授，，，，傳授以傳授以傳授以傳授以 SNAGSNAGSNAGSNAG 來治來治來治來治

療頭痛療頭痛療頭痛療頭痛、、、、落枕落枕落枕落枕、、、、胸椎痛胸椎痛胸椎痛胸椎痛、、、、閃腰等疾病閃腰等疾病閃腰等疾病閃腰等疾病，，，，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SNAGSNAGSNAGSNAG 神奇療效與治療樂趣神奇療效與治療樂趣神奇療效與治療樂趣神奇療效與治療樂趣，，，，增進臨床專業技能增進臨床專業技能增進臨床專業技能增進臨床專業技能。。。。歡歡歡歡

迎有興趣的迎有興趣的迎有興趣的迎有興趣的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二二二、、、、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12121212::::44440~0~0~0~13131313::::00000000    報報報報到到到到與與與與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開幕儀式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00000~10~10~10~13333::::55550000    
spinespinespinespine 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臨床解剖學與與與與    

sssspinepinepinepine    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 鑑別鑑別鑑別鑑別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3131313::::55550~0~0~0~14141414::::4444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頸椎頸椎頸椎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動態關節鬆動術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4141414::::44440~10~10~10~15555::::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5555::::00000~10~10~10~15555::::5555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 : :     

胸胸胸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椎動態關節鬆動術椎動態關節鬆動術椎動態關節鬆動術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5555::::55550~10~10~10~16666::::00000000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11116666::::44440000~1~1~1~17777::::22220000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 : :     

腰腰腰腰椎動態關節鬆動術椎動態關節鬆動術椎動態關節鬆動術椎動態關節鬆動術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117777::::22220~10~10~10~17777::::33330000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譚仕馨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三三三三、、、、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第一節課::::    spinespinespinespine 臨床解剖學與臨床解剖學與臨床解剖學與臨床解剖學與 spine dysfunctionspine dysfunctionspine dysfunctionspine dysfunction 鑑別診斷鑑別診斷鑑別診斷鑑別診斷::::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spinespinespinespine 之解剖學之解剖學之解剖學之解剖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病理學等在臨床上之應用。。。。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頸胸腰椎頸胸腰椎頸胸腰椎頸胸腰椎 facet joint facet joint facet joint facet joint 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dysfunction 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的病因、、、、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如何詢問病史病史病史病史、、、、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何觀察、、、、如如如如何何何何

觸診觸診觸診觸診、、、、如何做功能檢查如何做功能檢查如何做功能檢查如何做功能檢查(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Active ROM、、、、    Passive ROMPassive ROMPassive ROMPassive ROM、、、、    Resisted ROM)Resisted ROM)Resisted ROM)Resisted ROM)、、、、如何得知如何得知如何得知如何得知結構性錯位診結構性錯位診結構性錯位診結構性錯位診

斷斷斷斷。。。。    

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第二節課:::: 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復位復位復位復位上頸椎錯位上頸椎錯位上頸椎錯位上頸椎錯位(C0(C0(C0(C0、、、、C1C1C1C1、、、、C2C2C2C2 錯位錯位錯位錯位))))，，，，改善頸因性頭痛改善頸因性頭痛改善頸因性頭痛改善頸因性頭痛。。。。    

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復位復位復位復位頸椎頸椎頸椎頸椎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改善改善改善改善頸椎頸椎頸椎頸椎伸直後仰伸直後仰伸直後仰伸直後仰、、、、側彎側彎側彎側彎、、、、

旋轉旋轉旋轉旋轉疼痛疼痛疼痛疼痛受限受限受限受限、、、、急性落枕急性落枕急性落枕急性落枕、、、、頸頸頸頸椎硬膜痛椎硬膜痛椎硬膜痛椎硬膜痛、、、、頸神經根病頸神經根病頸神經根病頸神經根病。。。。    

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第三節課:::: 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復位胸復位胸復位胸復位胸椎椎椎椎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改善胸改善胸改善胸改善胸椎椎椎椎伸直後仰伸直後仰伸直後仰伸直後仰、、、、側側側側彎彎彎彎、、、、

旋轉疼痛受限旋轉疼痛受限旋轉疼痛受限旋轉疼痛受限、、、、胸椎硬膜痛胸椎硬膜痛胸椎硬膜痛胸椎硬膜痛。。。。    

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第四節課::::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胸椎動態關節鬆動術    

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示範與實務操作: : : :     

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利用動態關節鬆動術，，，，復位腰復位腰復位腰復位腰椎椎椎椎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椎間盤突出與小面關節錯位，，，，改善腰改善腰改善腰改善腰椎椎椎椎伸直後仰伸直後仰伸直後仰伸直後仰、、、、側彎側彎側彎側彎、、、、

旋轉疼痛受限旋轉疼痛受限旋轉疼痛受限旋轉疼痛受限、、、、腰椎硬膜痛腰椎硬膜痛腰椎硬膜痛腰椎硬膜痛、、、、腰椎神經根痛腰椎神經根痛腰椎神經根痛腰椎神經根痛、、、、坐骨坐骨坐骨坐骨神經根痛神經根痛神經根痛神經根痛、、、、閃腰閃腰閃腰閃腰等症狀等症狀等症狀等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