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女骨盆健康以及產前產後物理治療與動作治療介入 

(PT11210) 

1、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2、 課程簡介： 

    實證顯示物理治療師可以協助婦女骨盆健康，包括應力性失禁（Stress 

Incontinence）、急迫性失禁（Urge Incontinence）、混合性失禁（Mix Incontinence）、產

前與產後核心肌肉控制、以及產後腹白線分離等問題，都是重要議題。面對這些問題，

物理治療師何時該介入? 從何評估? 如何透過訓練提升婦女骨盆動作健康? 學員將在兩

天婦女健康議題中得到解決策略與訓練方針。 

  本次學會特地邀請澳洲資深物理治療師 Audrey L. Ng來台教授婦女骨盆健康議題，

課程中我們從骨盆底肌的解剖構造、骨盆與髖部的肌筋膜結構、透過超音波評估骨盆底

肌控制功能、透過國際尿失禁問卷評估目前失禁的嚴重程度、探討應力性、急迫性與混

合性失禁的區辨以及物理治療最佳介入的時機、如何評估腹白線分離以及處理策略，孕

婦的產前骨盆底訓練原則、產後立即介入的訓練方針、生產時肛門括約肌受傷等議題；

每天的下午都是操作課程，包括透過動作了解腰椎-骨盆與髖部的解剖學連動關係、骨盆

底肌與腹橫肌對於腹內壓與腰椎穩定的貢獻、活動度與穩定度之間的微調控制—排尿/排

便的機制、排尿/便的肌力與耐力訓練、體驗產前運動訓練等實際演練課程。 

 

3、 課程日期：112年 4月 08日與 112年 4月 09日共 2日 

4、 名額限制：26位 

5、 講師簡介 

Audrey L. Ng., P.T. 
Audrey 是澳洲資深物理治療師以及彼拉提斯教官，目前為澳洲三家物

理治療所兼彼拉提斯動作訓練教室的主要負責人，Audrey曾經是國家體

操選手，因此她擅長透過彼拉提斯、不同身心動作技術改善個案的姿勢

與動作適能，她同時兼具空中瑜珈老師、肌力與體能訓練指導員、瑜珈

老師等多重認證；她投入澳洲物理治療學會婦女健康專家培訓課程、整

合健康學院的營養學程，她多面向的全人健康介入的方法成功地改善與

提升澳洲國家足球代表隊、韻律體操代表隊、單車與跑步、高爾夫與網

球選手的動作表現。 

 

6、 繼續教育積分點數：專業 19.2點(申請中) 

  



7、 課程費用:  

早鳥價(112年 3月 15日前繳費)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 12,000元*備註 

非會員 15,000元*備註 

一般價(112年 3月 15日後繳費)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 15,000元*備註 

非會員 18,000元*備註 

*備註本課程因為成本計算，開課前 30個工作日前取消者，可退款學費*70%；於開課前 30

個工作日內取消者，恕不退款。此退費標準請報名者務必先確認後再報名。已繳費者即

表示願意遵守本規定，接受本簡章文字之契約規範。 

 

8、 課程表 

112年 4月 08日 

8:15~8:30 簽名報到 

8:30~10:30 ⚫ Introduction to the female pelvis and pelvic floor  

婦女骨盆與骨盆底肌的介紹 

⚫ Anatomy of the pelvic floor  

骨盆底肌的解剖學構造探討 

⚫ Myofascia of the hip and pelvic girdle  

骨盆帶的肌筋膜構造 

10:30~10:45 休息，點心 

10:45~12:45 ⚫ 實作演練 1: Relational anatomy of the pelvis, lumbar spine and 

hip joints  

探索骨盆-腰部-與髖關節的相互解剖功能影響 

⚫ 實作演練 2: Role of the pelvic floor muscles (PFM) in stability – 

Transverse abdominis acti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tra-

abdominal pressure  

骨盆底肌對於腰椎骨盆穩定度的貢獻、以及連同腹橫肌的啟

動與腹內壓的恆定功能 

⚫ 實作演練 3: Mobility vs Stability – Defaecation mechanics, 

strength vs endurance  

活動度與穩定度的探索- 排便/尿的力學機轉、排便/尿的力

量與耐力 

12:45~13:45 午餐 

13:45~15:45 ⚫ 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 – Advice on the management 

of urinary continence in women  

國際失禁協會－針對婦女尿失禁的建議處理方針 



⚫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Incontinence Questionnaire - 

Urinary Incontinence (Short Form) 

國際失禁量表的諮詢問卷- 尿失禁問卷 (短版) 

⚫ Urge (UUI), Stress (USI) and Mixed (MUI) Urinary Incontinence 

(UI) 

急迫性、應力性與混和性尿失禁的介紹 

⚫ When is Physical Therapy indicated to manage UI 

何時是物理治療師介入尿失禁的最佳時機 

⚫ Diastasis of the Rectus Abdominis Musculature (DRAM) 

腹白線分離的介紹與評估 

15:45~16:00 休息，點心 

16:00~18:00 ⚫ 實作演練 1 TARTUS – Visualising the Bladder to assess a PFM 

Lifting contraction 

即時超音波影像偵測: 透過觀察膀胱活動方向評估骨盆底肌

提拉收縮的功能 

⚫ 實作演練 2 TARTUS – Observation of recruitment of 

Transversus Abdominis 

即時超音波影像偵測: 觀察腹橫肌徵招收縮的效率 

⚫ 實作演練 3 TARTUS – Measurement of DRAM 

即時超音波影像偵測- 測量腹白線分離 

 

112年 4月 09日 

8:15~8:30 簽名報到 

8:30~10:30 ⚫ PFM Exercises fo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訓練骨盆底肌的力量與耐力運動 

⚫ Recommendations for exercise during pregnancy  

在懷孕過程中推薦的運動 

10:30~10:45 休息，點心 

10:45~12:45 ⚫ Special populations – Multiple birth, Caesarean section, Obstetric 

Anal Sphincter Injury (OASI) 

特殊族群的骨盆底肌照護- 多產的婦女、婦女剖腹產、生產時肛

門括約肌受傷 

⚫ Postnatal recovery – DRAM, C/S and Return to running 

產後恢復- 腹白線分離、剖腹產、以及如何恢復跑步 

⚫ 操作練習 1: 骨盆底肌運動練習 

12:45~13:45 午餐 

13:45~15:45 ⚫ 操作練習 2 Antenatal exercise class 

婦女產前運動練習 



⚫ 操作練習 3 Exercise in the immediate post-partum period 

婦女產後立即復能運動 

15:45~16:00 休息，點心 

16:00~18:00 ⚫ 操作練習 4 Introduction of Pilates studio equipment and exercise 

to integrate PFM and myofascial slings 

介紹以彼拉提斯器械整合骨盆底肌與其筋膜連結功能 

⚫ 操作練習 5 Postnatal return to running programme 

產後恢復跑步的課程安排 

 

9、 上課地點：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醫工程館(原研究大樓)六樓 602教室，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僅為場地租借單位) 
(1). 搭乘捷運淡水線（紅線）至石牌站，沿捷運線向淡水方向步行 5-10分鐘可到立農

街口。右轉後可看到學校正門在左前方。上山約需步行 20-30分鐘。 

(2). 可搭乘 559公車。詳細搭車時間及地點請參考以下網頁資料：

https://ga.nycu.edu.tw/ym-general/traffic 

(3). 自行開車前往者，優惠停車，一天 100元。 

 

 

10、 報名方式： 

⚫ 報名請直接上學會網站，並以信用卡繳費。 

⚫ 本課程因為成本計算，開課前 30個工作日前取消者，可退款學費*70%；於開課前

30個工作日內取消者，恕不退款，可找人遞補(需補繳報名費之差額)。此退費標準

請報名者務必先確認後再報名。已繳費者即表示願意遵守本規定，接受本簡章文字

之契約規範。 

⚫ 學會洽詢電話: (02)27719631。網址：http://www.tpta.org.tw 

⚫ 請注意:本課程參訓資格須為相關醫事人員或相關醫事專業在學學生，不開放非醫療

背景者報名本課程，如若發現不符合參訓資格，即使完成報名也不予錄取，將予以退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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