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運動醫學醫學會(TASM) 

2022年運動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課程表 
◼ 課程主題：進階系列Ⅰ【上肢運動傷害與治療】、系列Ⅱ【下肢運動傷害與治療】、 

系列 III【軀幹運動傷害與治療】、系列 IV【非手術治療項目介紹】 

◼ 課程時間：2022/10/22(六) – 10/23(日)  

◼ 課程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B1米開朗基羅廳(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 

◼ 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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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2 (六)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13:00-13:30 課程簽到 

13:30-14:20 

(50分鐘) 

系列 I-【上肢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手及腕 

中壢長榮醫院骨科 

史瑞田醫師 

14:20-15:10 

(50分鐘) 

系列 I-【上肢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肩及肘 

台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 

馬筱笠主任 

15:10-15:30 Break 

15:30-16:20 

(50分鐘) 

系列 II-【下肢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足及踝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骨科 

釋高上主任 

16:20-18:00 

(100分鐘) 

系列 III-【軀幹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頸椎及腰椎 

台北榮民總醫院兒童神經外科 

吳昭慶主任 

18:00 ~ 課程簽退 

2022/10/23 (日)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10:00-10:30 課程簽到 

10:30-12:10 

(100分鐘) 

系列 IV-【非手術治療項目介紹】 

非手術治療-增生注射後的運動訓練 

超越復健診所 

凃俐雯院長 

12:10-13:30 午餐 

13:30-15:10 

(100分鐘) 

系列 IV-【非手術治療項目介紹】 

運動傷害後之其他非手術治療方式介紹 

聯新國際醫院運動醫學科 

吳易澄醫師 

15:10-15:30 Break 

15:30-17:10 

(100分鐘) 

系列 IV-【非手術治療項目介紹】 

運動傷害後之重返賽場判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黃昱倫助理教授 

17:10 ~ 課程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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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2 (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13:30-14:20 

(50分鐘) 

系列 I-【上肢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手及腕 

透過運動案例中，手及腕常見的

傷害、手術治療方式與注意事項

介紹，並藉由實例分享，進行治

療的探討。 

14:20-15:10 

(50分鐘 

系列 I-【上肢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肩及肘 

透過運動案例中，肩及肘常見的

傷害、手術治療方式與注意事項

介紹，並藉由實例分享，進行治

療的探討。 

15:30-16:20 

(50分鐘) 

系列 II-【下肢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足及踝 

透過運動案例中，足及踝常見的

傷害、手術治療方式與注意事項

介紹，並藉由實例分享，進行治

療的探討。 

16:20-18:00 

(100分鐘) 

系列 III-【軀幹運動傷害與治療】 

手術治療-頸椎及腰椎 

透過運動案例中，頸椎及腰椎常

見的傷害、手術治療方式與注意

事項介紹，並藉由實例分享，進

行治療的探討。 

2022/10/23 (日)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10:30-12:10 

(100分鐘) 

系列 IV-【非手術治療項目介紹】 

非手術治療-增生注射後的運動訓練 

針對增生治療後，可從事的運動

訓練項目進行介紹，並說明在不

同運動傷害下，訓練的項目或細

節的調整。 

13:30-15:10 

(100分鐘) 

系列 IV-【非手術治療項目介紹】 

運動傷害後之其他非手術治療方式介紹 

針對運動傷害後，非手術治療方

式、個別案例及復原調整，進行

介紹與討論。 

15:30-17:10 

(100分鐘) 

系列 IV-【非手術治療項目介紹】 

運動傷害後之重返賽場判定 

從修護傷痛至恢復運動表現、運

動傷害的治療與預防，最後透過

科學化的檢測，給予訓練時更好

的建議來提升表現，重返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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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經歷 

授課講師 學經歷說明 

 

史瑞田  

中壢長榮醫院骨科醫師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經歷： 

國軍桃園總醫院前副院長 

國軍桃園總醫院骨科顧問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骨科、手外科、急救外傷專科醫師 

 

馬筱笠 

台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主治醫師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骨科學系部定教授 

台灣骨科醫學會理事 

台灣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前理事長 

台灣肩肘醫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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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 學經歷說明 

 

釋高上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骨科主任暨微創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程所 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經歷： 

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監事 

中華民國手外科醫學會理事 

臺灣骨科足踝醫學會理事 

 

吳昭慶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外科 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藥理所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經歷：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兒童神經外科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凃俐雯 

超越復健診所院長 

 學歷： 

長庚大學中醫系中西醫雙主修 

 經歷： 

臺北市立大學講師及校醫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理事 

亞洲足球聯盟（AFC）醫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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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易澄  

聯新國際醫院運動醫學科主治醫師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中華民國復健科專科醫師 

長庚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實證健康照護教師 

 

黃昱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奧瑞岡州立大學人體運動學系博士 

 經歷：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人體運動學系

助理教授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Eau Clair 運動防護學門 

運動防護臨床實習教育協調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