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事項通知 

 

◼ 學會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暨繼續教育研討會訂於 110

年 10 月 2 日以線上方式舉辦，相關安排請見本通知函 

 

◼ 此通知函介紹配合年會的繼續教育課程及報名程序，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儘早報名 
 

10 月 2 日上午 

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PTA1103 

 

10 月 2 日下午  

「婦女健康專題 ─ 骨盆健康與照護」PT11018 

 

 

  



各位親愛的夥伴：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第 82 次學術論文暨繼續教育研討會即將於 110 年 10 月 2 日以

線上方式舉辦，由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承辦 (議程請見下頁)，誠摯地邀請您一同

參加這個盛會。 

本次學術論文研討會，除了線上口頭論文與壁報論文的發表之外，學會特別舉辦「婦

女健康專題─骨盆健康與照護」線上繼續教育研討會，骨盆底物理治療為物理治療的次

專科，其目標為藉由運動、生活型態改變、衛教及徒手或儀器治療改善患者的骨盆底功

能及症狀。骨盆底肌肉(pelvic floor muscle)的功能為支撐骨盆腔內的器官並維持大小便

控制(continence)，骨盆底肌功能障礙會造成失禁、頻尿/便、急尿/便、尿/便滯留，骨盆

疼痛等症狀，進而影響患者的生活品質。骨盆底物理治療包含評估與治療影響排尿、排

便與性功能相關的肌肉群，常見的服務對象為孕產婦、停經後婦女、有骨盆底症狀之男

性及腹腔或骨盆腔術後的患者。由於骨盆底物理治療師常與泌尿科及婦產科醫師密切合

作，本次年會除了特別邀請國內婦產科及泌尿科醫師就婦女常見之骨盆問題、醫師之診

斷及治療方法及物理治療之轉介進行探討，更邀請成功大學婦女健康物理治療的老師分

享骨盆照護實證與臨床實例，盼能藉由此研討會強化物理治療師的專業知能，進一步提

升專業服務品質。臺灣物理治療專業的進步與教育的提升，需要您的參與，敬請大家把

握機會踴躍報名，一起為提升全民健康的路途上發揮專業角色。  

再次謝謝您多來的支持和信任，希望您繼續積極參與學會相關活動，並鼓勵您的朋

友加入學會，讓專業進步的動力有您的一份心。再次提醒您前來參與年會與學術活動，

我們會場見。祝您 

事事順心、萬事如意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第二十一屆理事會 

理事長王子娟暨全體理監事會 

秘書長楊雅如暨秘書處同仁        敬邀 

110 年 9 月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暨繼續教育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民國 110 年 10 月 2 日 

十月二日(星期六) 

上午 9:00~12:20 

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研討會(PTA11003) 

8:30~9:00 
線上報到  

報到連結：待公布 

9:00~ 9:30 
壁報論文線上觀看 

壁報論文連結：待公布 

9:30~10:30 
線上口頭論文發表 

口頭報告會議室連結：待公布 

10:30~11:20 

壁報論文線上觀看 

壁報論文連結：待公布 

10:45~11:15 壁報競賽 

壁報競賽會議室連結：待公布 

11:20~12:20 
線上口頭論文發表 

口頭報告會議室連結：待公布 

12:00~12:40 
線上簽退及填寫心得回饋單  

簽退連結：待公布 

12:20~13:30 

臨床教育會議 

會議室連結：https://meet.google.com/xdc-qdcd-yne 

下午 13:30~17:10 

主題：婦女健康專題 ─ 骨盆健康與照護(PT11018) 

連結：將另以 E-mail 通知 

12:50~13:20 
線上報到 

報到連結：待公布 

13:20~13:30 理事長及成大物治系系主任致詞 

13:30-14:30 
主題：婦女泌尿與骨盆底肌功能障礙之診斷與治療 

講者：成大醫院泌尿部 歐穎謙醫師 

14:30~14:40 休息 

14:40-15:40 
主題：骨盆底肌功能障礙與婦女健康 

講者：成大醫院婦產部 吳孟興主任 

15:40-15:50 休息 

15:50-16:50 
主題：骨盆底肌物理治療之實證醫學 

講者：成大物理治療學系 林冠吟助理教授 

16:50-17:10 
主題：簡易操作示範及綜合討論 

講者：成大物理治療學系 林冠吟助理教授 

17:00~17:30 
線上簽退 

簽退連結：待公布 

 

https://meet.google.com/xdc-qdcd-yne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暨繼續教育研討會簡章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二、 承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三、 時間：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110年10月2日（星期六）09:0012:20                            

婦女健康專題─骨盆健康與照護 110年10月2日（星期六）13:3017:10 

四、 課程簡介 

1. 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研討會 (PTA11003) 

10/2上午舉辦的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第八十二次學術論文研討會，共有25篇口頭論文

與69篇壁報論文將於此次進行發表。 

2. 婦女健康專題─骨盆健康與照護 (PT11018) 

10/2下午進行的「婦女健康專題─骨盆健康與照護」，物理治療在婦女健康促進的

角色在國際上已蓬勃發展，且在國內也漸漸受到關注。希望藉由此研討會，物理治

療師及相關專業人員可以更加瞭解目前婦女骨盆問題的臨床照護，並深入學習此領

域之物理治療在研究與臨床的應用。本課程邀請對婦女骨盆健康與照護有豐富經驗

的醫師與學者，從常見的骨盆問題、診斷、治療，到物理治療的實證，進行介紹。 

五、 「婦女健康專題─骨盆健康與照護」講師介紹 (依出場順序)： 

歐穎謙 醫師 

現職： 

成大醫院泌尿部神經泌尿科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泌尿部主治醫師 

學歷： 

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吳孟興 主任 

現職： 

成大醫院婦產部教授兼科主任 

學歷： 

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林冠吟 助理教授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成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兼任物理治療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合聘助理教授 

學歷： 

澳洲墨爾本大學物理治療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六、 報名及費用： 

1. 報名人數：上午人數上限 750 人、下午人數上限 250 人。 

2. 報名方式： 

(1)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網站線上報名，並以信用卡繳費。 

線上報名截止期限為 110 年 09 月 26 日 23:59:59。 

(2) 學術論文研討會手冊會於會前公布於學會網站。 

3. 報名費用：(上午及下午的課程須分別報名) 

(1) 10/2 學術論文研討會(上午) (PTA11003)  

A.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免費 

B. 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500 元 

C. 非上述身份者：1,000 元 

(2) 10/2 婦女健康專題─骨盆健康與照護(下午) (PT11018)  

A.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600 元 

B. 各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900 元 

C. 非上述身份者：1,200 元 

註：縣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報名注意事項： 

1. 請先登入系統後到個人資料的畫面，確認隸屬友會欄位有無設公會，若

無，請先選擇自己隸屬的縣市公會(此欄位若選無，則不會產生公會價) 

2. 選好隸屬的縣市公會後點選送出資料 

3. 登出後，再進行第二次登入 

4. 第二次登入後點選繼續教育，找到本課程，確認生效費用欄位是公會價 

5. 請準備好您的信用卡及手機，開始點選我要報名進行刷卡，金流畫面操作

有時間限制，若畫面等太久或不慎跳掉，需等十分鐘後再重新操作一次 

 

七、 繼續教育積分 (積分申請中)： 

1. 10/2 學術論文研討會：物理治療專業人員預計 8 點。 

2. 10/2 婦女健康專題─骨盆健康與照護：物理治療專業人員預計 4 點。 

 

 

 

 

 

 

 

 

 

 

 

 

 

 

 

 

 



八、 注意事項： 

1. 本次學術論文暨繼續教育研討會將以 WebEx 線上平台進行課程及會議，可用瀏覽器

登入或是下載專用軟體(手機平板用戶請務必先下載 APP 完成初始設定)。 

2. 課程連結將會另以 E-mail 通知，報名時請再確認您基本資料上 E-mail 是否正確，相

關連結請勿再提供給第三方使用或分享至網路。 

3. 上下午進會議室前皆請先進行簽到，並請於會議及課程結束後進行簽退；請留意課程

時間與簽到退時間，簽到退逾時者，恕不予補簽，僅參與部分繼續教育者亦將不做積

分登錄。 

4. 為確實查核出席人員登錄學分，登入線上會議室時姓名欄請務必填寫「真實姓名+會

員編號」，非會員請填寫「真實姓名」，原則上每間會議室最多容納 250 人，欲選擇

進入特定會議室(上午學術論文研討會)者，建議儘早簽到及提前進入會議室測試連線

品質。 

5. 開放簽到時間 

(1)上午學術論文研討會：08:30-9:00。 

(2)下午繼續教育研討會：12:50-13:20。 

6. 開放簽退時間 

(1)上午學術論文研討會：12:00-12:40。 

(2)下午繼續教育研討會：17:00-17:30。 

7. 如成功報名課程後欲取消課程者，敬請於 9/27(一)17:00前自行來電 02-2771-9631

提出申請，本會將酌收行政處理費 100 元及外加金流手續費。 

8. 本課程若因疫情或天災事變而做修正或調整，相關訊息將會盡速公告於臺灣物理治療

學會官網，敬請密切注意官網上之最新消息。 

9. 本研討會及課程內容受著作權法保護，如有超越自我學習以外之使用，應先取得授

權，不得未經授權自行側錄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公開傳輸、散布，以免觸法。 

10. 當天若有技術問題請電洽 02-2771-9631 或於學會粉專 FB 訊息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