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110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
頸部前方介入及咽喉手法處理研討會
課程簡介：
臨床上，頸椎個案的處理往往局限於後方或側方的脊椎鬆動或軟組織的手法。
對於頸部前方大都以拉筋較為常見。但頸部前方的重要性以及問題在許多的情
形下，都會提及，像是頸部曲肌的動作控制、咽喉癌術後疤痕的影響、淋巴水
腫等等。此外，在頸部的前方，也有其它重要的器官組織，像是甲狀腺和咽
喉，分別掌管了內分泌和呼吸、發聲、吞嚥等的功能。因而在頸部個案的主訴
中，除了手麻、頭痛和肩頸的不舒服的症狀外，也有頸部腫大、呼吸短促、發
聲及吞嚥上改變等的其它主訴。因而對於治療師而言，甲狀腺腫大、淋巴結腫
大或淋巴水腫、肌肉筋膜組織問題、頸椎失序等等的狀況，應不少見，但大多
的情形下，門診醫師便已做完篩查，但對於許多的獨立工作者，因對咽喉區的
陌生，常會選擇性的忽略。但實際上這些問題的鑑別診斷並不困難，而清楚這
些器官組織的解剖構造與功能更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個案問題，並可以和其它相
關專業，像語言治療師配合治吞嚥、發聲等的問題。
本次的課程會先介紹軟組織一般手法的原理，再藉由認識頸部前方組織構
造，輔以手法的觸診、評估與治療，進而可輕鬆鑑別診斷問題。

課程內容：
110 年 05 月 22 日 (星期六)
時間

題 目

13:00-13:30

報到

13:30-15:30

張建浩物理治療師

15:30-15:40

- Theory of Soft tissue management
- Anterior approach of cervical muscles
break

15:40-17:40

-

張建浩 物理治療
師

-

Anatomy, function, palpa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s of cervical
fascia
Anterior approach of cervical spine

講師

110 年 05 月 23 日 (星期日)
時間

題 目

8:30-9:00

報到

9:00-10:30

Anatomy and functions of nasal and oral
pharynx and associated approaches
break

張建浩物理治療師

Anatomy and functions of larynx, thyroid
gland
Lunch time

張建浩物理治療師

13:10-15:10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larynx, pharyngeal
attachments and thyroid gland

張建浩物理治療師

15:10-15:20

break

15:20-17:20

Treatment of larynx, pharynx

10:30-10:40
10:40-12:10
12:10-13:10

講師介紹：
張建浩 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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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慈濟醫院資深物理治療師
現職：Personal private practice

課程時間：
第一天:110 年 05 月 22 日(星期六) 13 點 30 分至 17 點 40 分
第二天: 110 年 05 月 23 日(星期日) 09 點 00 分至 17 點 20 分

講師

張建浩物理治療師

課程地點：
彰化基督教醫院四樓物理治療室

課程人數：
35 人，本公會會員優先錄取，錄取名單會隨時更新於公會網站

課程費用：
彰化縣公會會員 2800 元，其他公會會員 3800 元，含講義、午餐

課程注意事項（務必詳讀）：
1. 教室內可飲食，並提供飲水，請自備環保杯並保持環境清潔。
2. 課程中請勿拍照或錄影。
3. 不接受因個人因素而頂替原學員上課，當天請攜帶身分證。
4. 課程開始 1 小後即無法再簽到，仍可上課，但積分將無法登入，若工作人
員發現學員，中途消失超過 1 小時且只回來簽退者不給予簽退並無法登入
積分

主辦單位：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組
學分認證：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積分申請中
報名方式與繳費管道：
報名截止日期：110 年 05 月 16 日 17:30 前完成報名與繳費手續（若額滿即截
止報名）

報名程序：
1. 請至 www.chpt.org.tw 公會網站，至最新消息查看課程報名狀況。

(1) 若公告修課人數額滿，請勿繳款。
(2) 若人數未額滿，請先繳款，登入會員後填寫課程線上報名表。
2. 繳交課程費用方式：
(1) 郵局劃撥，劃撥帳號：22672167，⼾名：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請
於劃撥單通訊欄填寫：課程名稱與成員姓名，留存劃撥存根。
(2) ATM、網路 ATM 或臨櫃繳費，並留存轉帳存根或轉帳成功網頁截
圖，戶名：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轉帳號碼：049001001062，台灣
銀行員林分行(銀行代號:004)。
3. 填寫課程線上報名表：請至公會網站(www.chpt.org.tw)登入會員後，點選
要報名的課程選項，進行填寫課程報名表(一起轉帳者，每人仍須寫一份報
名表) 。
4. 確認報名完成
繳費與填寫報名表 5 個工作天後，於公會網站之最新消息中公告課程錄取
名單，並寄發信件通知繳費完成。人數眾多時，以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會員優先錄取。
5. 退費事宜：
(1) 已完成報名程序，因個人因素無法參與課程者：
於課程日前 7 日內(不含上課當天)告知，恕不退費。
於課程日前 7 日以上(不含上課當天)告知，可退 5 成費用(含轉帳手續費)。
已報名成功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者，無論當時上課人數是否已達開課標
準，都依照上述原則退費
費用於課程結束後 1 個月內退至指定帳戶(請寄信告知:銀行,分行名帳號)
已完成報名，若因公會因素或天災因素(依彰化縣政府規定宣布停止上課時)，課
程延期而導致無法前往上課，將全額退費用(扣除轉帳手續費)。
(2) 若報名人數額滿，但已經繳費者：
請寄信告知進入候補名單，若後續沒候補上時，將扣除手續費(15
元)退還金額。郵件內容須包含：姓名、課程名稱、身份證號、電
話、身分別(公會會員、他縣會員)、服務單位、退款資料(帳號、
銀行名與戶名) 。
再次提醒繳費前請先至網站確認是否額滿，若額滿，請寄信告知。
(CHPT2008@gmail.com)且進入候補名單，請勿再匯款或轉帳。

交通方式：彰化基督教醫院 院址：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1. 開車：
(1) 中山高彰化交流道下→往彰化市方向→右轉接中央路橋→左轉接中山路
(2) 中彰快速道路彰化出口 →右轉往彰化市→接中山路→左轉旭光路
2. 搭大眾運輸：搭火車至彰化火車站後，搭乘彰化客運於彰基醫院站下車。
3. 停車訊息：以選擇醫院周邊停車場，每小時約 20~30 元，院方停車費為每
小時 3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