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 

精準肌骨復健醫學 核心學程- 足踝 

講座引言: 【 肌骨復健、從根學起 】 

對於處理肌肉骨骼系統疾患的專業醫師而言，一個成功的治療，其關鍵在於  

(1) 豐沛的功能解剖學知識 (2)精確的臨床診斷能力、(3)紮實的超音波診斷

工夫、(4)與熟練的復健治療與注射技術。本研習會邀請國內復健醫學界四

位資深專家，針對以上四個重點，深入整理解析，去蕪存菁，製成教案，命

名為【精準肌骨復健醫學  核心學程】，期能提升醫師學員處理肌骨疾患的

能力，以精確診斷、精準治療為目標，大大提升療效。尤其對於住院醫師或

資淺主治醫師，本學程可視為醫院訓練以外的補強教材。 

  

講座簡介 

 此研習會設計目的是整合功能解剖學、臨床功能檢查、超音

波檢查、觸診引導注射、超音波引導注射等，互相結合，讓

學員在兩日的研習講座中，針對足踝，進行前述內容的【簡

報授課】與【小組教學】。 

 本研習講座特別強調「超音波檢查是臨床檢查的延續」，它

不能取代臨床問診與理學檢查。只有在臨床檢查與超音波檢

查均為陽性的情況下，超音波檢查的發現才有意義，所作的



導引注射才會有效。期待學員們在研習會結束後，皆能因而

提升臨床診斷的正確率及注射治療的有效率。 

講座設計 

本研習會將針對足踝的臨床診療技能，以「簡報授課」與  「小組教學 」 進

行： 

 【重點一】功能解剖學與生物力學 Functional anatomy and biomechanics 

《簡報授課》 

 【重點二】臨床問診與功能檢查 History taking and functional 

examination 《簡報授課 + 小組教學》 

 【重點三】臨床鑑別診斷  Clinic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小組教學》 

 【重點四】 非侵入性復健治療方法  Non-invasive rehabilitative treatment 

《簡報授課 + 小組教學》 

 【重點五】 體表解剖學與觸診引導注射 Surface anatomy and 

palpation-guided infiltration/injections 《簡報授課 + 小組教學》 

 【重點六】 超音波解剖學與診斷學  Sonoanatomy and ultrasound 

diagnosis 《簡報授課 + 小組教學》 

 【重點七】 超音波導引注射 Ultrasound-guided infiltration /injections 

《簡報授課 + 小組教學》 

 

※ 小組教學部分，分成四小組，學員們以跑檯方式進行教學。主題如下 : 

1. 臨床功能檢查與鑑別診斷 Clinical functional examination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講師: 汪作良醫師) 

2. 非侵入性復健治療方法 Non-invasive rehabilitative treatment (講師: 陳

智光醫師) 

3.  體表解剖學與觸診引導注射  Surface anatomy and palpation-guided 

infiltration/injections (講師: 謝霖芬醫師) 

4.  超音波解剖學與超音波導引注射  Sonoanatomy and Ultrasound-guided 

infiltration /injections (講師: 姜義彬醫師) 

 



講座目標 

在完成本研習講座後，學員們將會： 

1.  熟悉足踝之功能解剖學與生物力學 

2. 熟悉足踝之臨床功能檢查及鑑別診斷 

3. 熟悉足踝之體表解剖學與觸診導引注射 

4. 熟悉足踝之超音波解剖學 

5. 熟悉足踝之超音波診斷學 

6. 熟悉足踝之超音波導引注射 

7. 熟悉足踝之非侵入性復健治療方法 

8. 能夠依據臨床檢查與超音波檢查結果，做出精確診斷，制定最有效的

精準治療方案 

  

 



講師介紹                                    

汪 作 良 醫師 

 台灣復健醫學會 學術教育委員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 理事⾧ 

 中華全衡學會 理事長 

 台灣肌痛學會 理事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北京協和醫院講座教授 

 印尼 Fakultas Kedokteran Universitas 講座教授 

 

謝 霖 芬 醫師 

 輔仁大學醫學系專任教授 

 台灣肌痛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 ICF 學會監事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榮譽理事⾧ 

 台灣復健醫學會專科醫師甄審委員 

 台灣復健醫學專科醫師及風濕病專科醫師 

 台灣復健醫學會理事、監事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風濕科研究員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復健科主任 



 前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復健科主任 

  

陳 智 光 醫師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理事⾧ 

 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助研究學會理事⾧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運動醫學學會理事 

 台灣肌痛學會理事 

 長庚大學醫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夏威夷大學醫學院客座教授 

  

姜 義 彬 醫師 

 馬偕醫院復健科主任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復健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肌痛學會理事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理事 

 台灣運動醫學會監事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骨骼肌肉超音波專業醫師、指

導教師 

 菲律賓 University of Senta Tomas 訪問教授 

時間 

日期：2022 年 02 月 26 日(六)至 02 月 27 日(日) （共 2 天） 

時間：09:00-17:00  

 

 Agenda  

DAY 1 

2021/02/26 (星期六) - 9.00 am - 5.00 pm 

09.00-10.00  

Functional anatomy and biomechanics of the foot and 

ankle 

簡報授課 : 汪作良 醫師 

10.00-11.00  

History taking and functional examination the foot and 

ankle 

簡報授課 : 汪作良 醫師 

11.00-12.00 



Common disorders of the foot and ankle 

簡報授課 : 謝霖芬 醫師 

12.00-13.00 Lunch Break 

13.00-14.00 

Surface anatomy and palpation-guided 

infiltration/injection for the foot and ankle 

簡報授課: 謝霖芬 醫師 

14.00-15.00  

Rehabilitative treatment for the foot and ankle 

簡報授課: 陳智光 醫師 

15.00-16.00 

Sonoanatomy and ultrasound diagnosis of the foot and 

ankle 

簡報授課: 姜義彬 醫師 

16.00-17.00 

Ultrasound-guided infiltration/injection for the foot and 

ankle 

簡報授課: 姜義彬 醫師 

 



DAY 2 

2022/02/27 (星期日) - 9.00 am - 5.00 pm 

小組教學 (分四組): 

1. Functional examination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2. Non-invasive rehabilitative treatment.  

3. Surface anatomy and palpation-guided infiltration/injection             

4. Sonoanatomy and ultrasound-guided infiltration/injection 

09:00-09:45 

09:45-10:30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35 

11:35-12:20  

12:20-13:30  Lunch Break 

13:30-14:15 

14:15-15:00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5 

16:05-16:50 

16:50-17:00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