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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醫學矯治專科課程】 

  上頸椎與顳顎關節整合性評估與治療 

【課程說明】 

  上頸椎與顳顎關節部位的疼痛常會使得病人求助無門，往往都在牙科與神

經內科或疼痛科中尋求治療，並以藥物治療為主，而物理治療是可以幫助這類的

病人且輔助藥物治療讓整體治療效果有顯著的提升。然而，必須同時了解上頸椎

與顳顎關節的生物力學與治療方式，方能讓物理治療師在這領域的治療更有效率

且完整。 

本次課程榮幸邀請照揚物理治療所許其揚院長蒞臨授課。除了介紹上頸椎傷

害與失能的治療處置外，更會探討上頸椎關節與顳顎關節的動作關連性以及如何

運用在臨床的治療。 

   課程包括演講與實作，請參加學員穿著適當寬鬆衣物，以利相互間的練習。 

【課程目標】  

1. 了解上頸椎與顳顎關節在姿勢生物力學與動作關聯性 

2. 學習透過上頸椎與顳顎關節的治療，改善頭痛與顳顎區疼痛以及神經組織的

影響 

3. 學習正確的應用運動治療，達到頸椎與顳顎關節連動甚至姿勢的控制協調 

【主辦單位】 中華健康生活運動保協會  

【承辦單位 】 舜復脊足健康醫學團隊 

【講師簡介】 

許其揚  院長/物理治療師 

學經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前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復健治療部技術長 

現  任: 

   照揚物理治療所 院長 

【學分認證】台灣物理治療學會專業 積分申請中(臺物學審字第         號) 

【上課日期】111年 6月 12日(日) 08點 30分至 17點 30分(9:00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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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日期：6 月 12號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08:30~09:00 Registration 工作人員 

09:00~09:50 
上頸椎功能性解剖介紹 

 上頸椎禁忌症篩檢與相關症狀 
許其揚 院 長  

09:50~10:40 

上頸椎失能介紹與評估 

 關節活動度與軟組織張力測試 

 關於頸因性頭痛 

許其揚院 長 

10:40~11:00 Break 工作人員 

11:00~11:50 

上頸椎治療策略與手法介紹 

 軟組織治療 

 上頸椎關節鬆動術 

許其揚院 長 

11:50~12:40 

上頸椎失能運動治療介紹 

 枕骨動作控制 

 顳顎關節擺位的影響 

 

許其揚院 長 

12:40~13:40 Lunch 工作人員 

13:40~14:30 顳顎關節失能問題介紹與評估 許其揚 院 長 

14:30~15:20 頸椎疼痛與顳顎關節關聯性探討與鑑別診斷 許其揚 院 長 

15:20~15:40 Break 工作人員 

15:40~16:30 顳顎關節治療策略與手法 許其揚 院 長 

16:30~17:20 神經組織疼痛治療介紹 許其揚 院 長 

17:20~17:30  Conclusion of course／Questions & Answers 許其揚 院 長 

 

【上課地點】舜復脊足健康醫學專業產業培訓教室/易康脊足體態物理治療所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215號 3樓，電話:02-87321550，近捷運六張犁站) 

 

【學員名額】 

每堂課上限人數 22 名。 

僅限中西醫骨(傷)科醫師、復健醫師、物理治療師等筋骨醫學醫事人員才能報名 

【課程費用】本課程採轉帳匯款完成與 E-mail報名表填送，兩步驟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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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原價為 4000 元(111年 6月 2日截止報名或額滿為止); 

   早鳥優惠為 3800 元(111年 5月 20日前); 

   三人團報優惠價為 11,100(111年 5月 13日前)(換算每堂 3,700 元) 

  即日起於報名時限內，勾選早鳥或三人團報報名課程，即享有該課程的優惠。 

※即日起本堂課開放報名至 111年 6月 2日止，額滿即停止招生。 

【報名方式】  

1. 報名費採匯款或轉帳。報名表填送完成才能列錄取名單，報名表如簡章末頁 

   格式 

※三人團報時請注意，三位學員的報名資料欄都要填寫。 

2. 辦課單位保有取消或調整課程舉辦日期之權利。 

3. 開課日期如遇颱風警報為停止上班之地區即取消該場課程，本會擇期舉辦或 

取消之訊息，請依網站公告為主。網站: http://www.spinefoot.com.tw 

4. 繳費方式：匯款轉帳後，填寫報名表 E-mail 至 sfhealth2012@gmail.com 註

明＜上頸專科課程報名信＞報名表填送完成才能列錄取名單，報名表如簡章

末頁格式 

 

【其他說明】 

1. 繳費後收據請於當天現場簽到處領取 

2. 於課程報名若有任何問題，可於「舜復脊足健康醫學團隊」FB臉書私訊或 mail 

至 sfhealth2012@gmail.com洽詢。亦可請來電詢問舜復辦公室 02-87321550。   

或總監黎月蕎小姐 0937095552詢問 

3.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a) 於上課日前 28 天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扣除劃撥手續費(30 元)與郵局劃撥

處理費用(20 元)後，退還已繳納學費之九成。【已繳納學費*0.9-50=退還金額】  

(b) 於上課日前 14 至 28天提出退費申請者，扣除劃撥手續費(30 元)與郵局劃

撥處理費用(20 元)後，退還已繳納學費之七成。【已繳納學費*0.7-50=退還金額】  

(b) 於上課日前 3 至 14 天提出退費申請者，扣除劃撥手續費(30 元)與郵局劃

撥處理費用(20 元)後，退還已繳納學費之五成。【已繳納學費*0.5-50=退還金額】  

(c) 於實際上課日前 3 日以內(含上課當天)，不接受退費(班)申請，僅能來年

申請補課。 

【上課注意事項】 

(1)當天備有午餐茶點，請學員自行準備環保水杯。 

(2)如報名人數不足，本會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上午課程及下午課程都分別進

行簽到及簽退，需完成全日課程才提供積分登錄。為維護上課品質。上午或下午

的第一節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本會將不提供簽到，亦不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登錄。 

http://www.spinefoot.com.tw/page/about/index.aspx?kind=1093
mailto:填寫報名表E-mail至sfhealth2012@gmail.com
mailto:至sfhealth2012@gmail.com洽詢。亦可請來電詢問舜復辦公室02-8732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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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課禁止攝影，以維護講師的權益及避免影響其他的學員聽課。 

 

【交通資訊】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215號 3樓。(近捷運文湖線六張犁站) 

 

【交通資訊】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215號 3樓。(近捷運文湖線六張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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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 

選填 

課程名稱 

 

□6/12(日) 上頸椎與顳顎關節整合性評估與治療 

 

第一位 

中文姓名 

醫事身分別 

姓名: 

 

□物理治療師□中醫師□西醫師 

身份證字號 
（學分認證用） 

 服務單位   

手  機  執業年資  

通訊地址 
□□□-□□ 

e-mail  

匯款金額 

 

□原價 4,000元 

□早鳥 3,800元(5/20前有效) 

□團報 11,100元(5/13前有效) 

附言或末五碼: 

 

收據抬

頭 
（請務必

填寫） 

□個人抬頭 

□執業機構抬頭：___________ 

 

 

        繳費方式:匯款或轉帳 

         華南銀行(008) 北土城分行 

        戶名：舜復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帳號: 198 10 000216 1 

        回覆舜復 e-mail：sfhealth20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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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 

課程名稱 

 

□6/12(日) 上頸椎與顳顎關節整合性評估與治療 

 

第二位 

中文姓名 

醫事身分別 

姓名: 

 

□物理治療師□中醫師□西醫師 

身份證字號 
（學分認證用） 

 服務單位   

手  機  執業年資  

通訊地址 
□□□-□□ 

e-mail  

選填 

課程名稱 

 

□6/12(日) 上頸椎與顳顎關節整合性評估與治療 

 

第三位 

中文姓名 

醫事身分別 

姓名: 

 

□物理治療師□中醫師□西醫師 

身份證字號 
（學分認證用） 

 服務單位   

手  機  執業年資  

通訊地址 
□□□-□□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