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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jta 中看到物理治療的廣度
學士班第五屆 林冠宏

晴德物理治療所 所長

台灣輔以達學會 秘書長

恭喜中國物治 30周年了，30年前第一屆的學長姐從牙醫系主辦的大一迎新開始，

中國物治一屆一屆的傳承，逐漸有了自己系上的傳統，一路走來也培育了許多優

秀的治療師，在各個領域發光發熱。而 Vojta也在大約 30 年前開始在台灣萌芽，

雖然沒有如同學校體系一屆一屆的傳承，但穩健的發展，讓這個方法更加紮實，

在這裡與大家分享我所認識的 Vojta。

Vojta是兒童物理治療領域專用的嗎？不只，Vojta的應用範圍很廣，人體的空間

就那麼多，一個方法就只能用在單一族群上就太可惜了；如同在學習物理治療的

過程中，肌肉、骨骼、神經、感覺、筋膜、呼吸、循環、生理、醫學倫理、各個

面向的知識都在學習 Vojta過程中重組一次。也因為第一次有一個方法可以有系

統的把過去學過的東西統整一次，也讓我看到原來物理治療可以做得那麼多。

常常在課堂上，老師都希望個案進來教室時先不要告訴我們病史及問題，透過有

系統的觀察來分析個案的問題；也會在同學一起互相練習時，彼此觀察彼此的身

體結構，找出可能的問題並且幫忙解決。

在課堂上我們可以分析正常成人的小小不對稱、解決了彼此的痠痛、在一次的誘

發刺激下就改善同學身體的體態；在個案實作中，使臂神經叢受損十多年的成人

可以更流暢的使用僅存的肌肉、可以幫已經中風十幾年的成人解決一直以來錯誤

代償的問題、可以讓張力很強的肢體感覺到撐著承重的感覺、可以經由肌肉誘發

正確使得原本因為肩關節疼痛無法抬高的手抬起、可以經由整體的誘發讓呼吸模

式更加輕鬆、可以讓因為張力不流暢的口語從原本每個字都要分開講進步到一口

氣講十個字。

在更多的兒童個案中，可以找出小小孩跟理想兒童發展間小小的差異、可以知道

剛足月的早產兒那細微的動作線索告訴我們他有多努力地參與這世界、看著家長

與孩子的互動可以理解孩子可能的問題、可以在治療時瞭解如何引導家長好好跟

孩子合作；我們觀察孩子在治療前後皮膚上的變化，看著因為治療而使得孩子生

理狀態—呼吸、循環、排汗、以及警醒程度的各種改善；老師帶著我們每一次的

精準分析及治療後，孩子很自然地出現原本在治療前做不到的動作：主動的往前

爬、自然的使用忽略的手、專注的凝視四周的變化；從成人到兒童、從神經到骨

科、從評估到治療，從上面的經驗上可以發現 Vojta適合的族群是很廣泛的。

Vojta從何開始？在學習 Vojta的課程中，我們從實作開始，進而探討理論。如同

物理治療當初的發展，因為二戰後的大量需求才有復健醫學的產生，而在六十年

前，Vojta 博士因為對於腦性麻痺兒童的治療需求，從觀察牠們並想如何解決他

們的問題，進而發現反射性移行，而這樣的反應同樣的出現在健康的新生兒身上，

因此發展出 Vojta診斷學。有了治療學與診斷學後，就可以在極早期診斷並且極

早治療。每次在治療時，我們都會結合觀察、評估、計畫、誘發、教導、分析，

我們知道治療是誘發不是練習，而因為有足夠的理論架構，讓我們治療時有完整

的思考與預測個案在誘發後的改變，而因為誘發後有明顯的改變，所以我們可以

帶著家長、帶著個案一起為這樣的改變一同努力。

這一整套系統，對於物理治療師而言，這些基礎的解剖學、生物力學、肌動學、

神經解剖學、兒童動作發展學、生理學，早在大二就開始打下的基礎學科就是學

習 Vojta的基本。或許對於大多人而言，Vojta還是個很炫很神祕的方法，而對我

而言，Vojta是一個很基礎的物理治療方法，但 Vojta很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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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其揚院長訪談
學士班第九屆 許其揚

照揚物理治療所 所長

Q：學長曾在醫院執業十多年，為甚麼

會想跳出醫院體系自己開治療所？

A：這個問題的層面很廣，但最主要的

目的是為了將物理治療推廣出去，讓

台灣民眾了解什麼是物理治療，物理

治療不僅僅是在醫院或診所內所接觸

的熱敷、拉腰或電療，更重要的運動

治療和徒手治療之能見度必須增加。

Q：開業中有遇過什麼挫折或挑戰嗎？

A：開業中最困難的挫折就是沒有足夠

的病人量。造成這種情況的主因可以

分為兩個層面討論，其一是因病人不

了解物理治療是甚麼；第二即是自費

收費偏高，在醫院內有健保給付，能

夠花小錢享有大量的儀器治療。多數

國人對於推拿或國術館的理解與接受

度更甚物理治療，因此讓民眾理解物

理治療的好事很重要的，開業最重要

的就是逐步累積客源，當病人進來治

療所他們會衡量這樣的價錢與受到的

治療合不合理，所以這就是考驗治療

師本領的地方了。最終目的在於病人

的回饋及口碑的建立，一步一腳印拓

展物理治療在台灣的認知與能見度。

Q：如何在各治療所中展現自己特色？

A：以我的治療所為例，當初開業時，

先綜觀整個台中市裡有多少間治療所，

每間主打的領域是甚麼，分析完他人

的優劣後，優點必須保留，至於缺點，

則改進他們做不好或沒有做的事，因

為我有自信做得比他們好。所以簡單

來說，就是尋找別人沒有做或者是別

人做不好的項目。

Q：為什麼開治療所後還對於臨床教學

抱有熱忱？

A：其實不能說算是有熱忱，因為熱忱

並不能當飯吃。但也並不是指有熱忱

不好，一個人要有成就取決於年輕時

有熱忱可以打好基礎，可是隨著年紀

增長，對於熱忱的型態也必須有所改

變，因此如何將熱忱轉變成持續在物

理治療這塊領域奮鬥的動力才是重點。

那 PT 目前在臨床上有兩種形式，一種

是專注在治療病人，另一種就是在臨

床做教學。像我平常做病人，假日則

是講課，基本上沒有休息，我想沒有

熱忱很難堅持。之所以會選擇臨床教

學是希望能夠把自己以前的經驗交付

給年輕的 PT，不要讓他們走冤枉路。

這是因為醫學知識更新的速度很快。

以我本身為例，我現在臨床工作的內

容與我剛畢業十五年前相比已經大相

逕庭。所以我把我這幾十年來，臨床

中遇到的問題用較簡單的方式彙整，

教導給學生，讓大家可以輕鬆學習到

艱澀的內容，而這也是我的所開設的

課程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而我對臨床教學的熱忱就是希望能夠

將我們 PT 的水準拉高，因為只要有 PT

在工作中沒有讓病人復原，就會使病

人產生物理治療沒有效的印象，進而

使民眾對我們整體 PT 產生偏見，所以

我才會選擇投入臨床教學幫助後進。

另一方面，做臨床教育同時也在挖掘

人才。與學員討論之餘，更能找出有

天分的 PT，畢竟這是非常珍貴的。

Q：會來自費治療所的民眾與過去醫院

接觸到的民眾有甚麼異同？

A：我覺得差別最大的地方就是病人有

沒有把自身健康凌駕於金錢價值之上。

一個病人如果在醫院或診所做了好幾

個月，疾病沒有好轉的跡象，卻持續

往這些地方跑的話，可能是因為健保

制度下儀器治療的費用較便宜，所以

他們還是選擇求助醫院。

但相反地，有些病人就會發現為甚麼

做這麼長時間的治療，疾病都不會好，

就會尋求其他方式來幫助自己，這時

我們自費治療所可能就在他們的選項

之中。但還是有病人會因為自費的費

用太高而卻步。所以這又回到前面的

問題，我們物理治療的能見度太低，

病人不知道物理治療的內容是甚麼。

除此之外，我們自費治療所所提供的

服務也是影響病人選擇的一大因素。

如果我們出來開業卻還是在做醫院與

診所就有的項目，病人不來治療所是

應該的。我們要與醫院診所做出差別，

PT 就需要展現出自己的價值，為此我

們需要的就是持續地精進自己，把我

們所學運用的淋漓盡致，才能夠增加

物理治療的能見度，也是為我們的病

人盡責。

Q：甚麼話想對系友及學弟妹說的嗎？

A：從我踏入物理治療師這行業我就有

一個信念，就是絕不允許自己在治療

過程中發生任何一個醫療疏失或糾紛。

尤其出來開業的治療師，只要發生一

個醫療糾紛，那治療所肯定會是很難

經營下去的。

那對於現在還在學習的學弟妹們，我

只想說做好眼前該做的事，規劃好未

來設定目標。不要好高騖遠，還沒將

解剖、生理等基礎鞏固就急著想臨床

的東西，甚至是去外面治療所學習治

療的手法，這些都是不務實的行為。

所以說做好眼前該做的事就是把學校

課程按部就班的完成，因為這些都是

在累積自己的實力。而且說句直接的

話，通常畢業生剛到臨床工作時，能

力並沒有到非常好，還是需要畢業後

持續的學習才能夠成為獨當一面的治

療師。因此學生時期所打的基礎就更

顯得重要。基礎打得夠穩固，就能省

去未來回頭複習以前所學的時間。

此外還需要放眼未來、設立目標，不

然就只是隻漫無目的的迷途羔羊。所

以如果是立志要開治療所的學弟妹們，

我會建議趁還年輕好充實自己並厚實

開業的能力，不要祈求機會突然降臨

到你的身上，機會是由自己去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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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災多難」的PT10創造出「多元多樣」的物治道路
學士班第十屆 陳威穎

958 治療專家 創辦人

「喂! 阿母! 我阿穎呀~~ 蝦米! 發生啥代誌?」歐趴憲法課堂上，手機鈴聲響起，

我立即起身，一邊大聲回話，一邊走出教室，留下老師驚嚇的疑問「這位同學家

裡還好嗎? 」。這就是歷經 921 大地震洗禮後，一群看破生死、活在當下、欺善

怕惡的「小屁孩」，為了翹課出遊所使出的無聊橋段。上午睡到自然醒、下午宿

舍 CS 大戰、晚上嘉義逛夜市、好樂迪通宵 K歌，這就是 PT10 的北港大一生活日

常。北港媽祖廟拜拜、控窯活動、物治系週、扛神轎繞境聯誼、民雄鬼屋探險、

嘉義大學騎車嬉鬧發生車禍、手語成果展、釣魚台約會、摘絲瓜送學伴當禮物、

阿不倒、炒翻天、阿婆湯圓，在 20 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畫面依舊栩栩如生，

嘴角都會不由自主的微微上揚。

誰都沒想到 PT10 當年的小屁孩們，在

SARS 疫情來襲，中國醫物治唯一一場

戶外畢業典禮後，在職場打拼了16年，

各自都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不少同學

在學術界擔任教授培育英才、在公會

擔任理事長、在醫界擔任西醫師、中

醫師與資深物理治療師，甚至當年在

學校讀了六年、考前別人看書他看愛

情動作片、喜歡裸上身拜託別人拿棍

子打他的網球體保，現今也成了有一

家復健診所與兩家治療所的大老闆。

當然也有許多跨界發展的同學們，當

孩子的媽、新娘秘書、公務員高官，

紛紛走出不同的人生道路，而流著反

骨搞怪血液的我，退伍之後去軟體公

司體驗了幾年程式設計師的生活，從

此就踏上了一條不務正業的不歸路，

轉行跨入應用大數據、人工智慧與物

聯網技術的智慧醫療與照護領域，發

展與管理醫療資訊整合的跨領域產品。

科技在進步、時代在變，回顧大學畢

業後的 16 年，物理治療就業市場的發

展也是瞬息萬變，想當初大學畢業時，

就業首選是應徵大醫院的物理治療師

或是繼續讀研究所當米蟲，沒想到長

照 2.0 政策一出，大醫院的治療師紛

紛轉做居家物理治療，個個月薪十多

萬；自費市場的逐漸成熟，物理治療

所近五年也雨後春筍的爭相成立，至

今全台灣已有 322 家。

有鑑於物理治療所營運管理資訊需求

之重要性逐年成長，2018 年 3 月，首

次與動晰物理治療所嘉仁院長合作開

發為物理治療所業務量身客制化的

958 專家系統，著重於帳務管理、病歷

管理、以及全台首創的個人化動作分

析評估報告、下肢生物力學評估與 SCS

評估等特色評估系統。2018 年 9 月與

永春物理治療所文彥所長合作強化

958 專家系統的療程管理、列印治療證

明書與醫療影像病歷管理等系統功能，

並於 2019 年 12 月導入永春物理治療

所雙和分院，協助孟瑋院長處理營運

管理業務。2020 年 02 月再與仕安物理

治療所寅人企業家合作精進 958 專家

系統，加入病患預約管理、商品進出

貨庫存管理、預收款收費機制、業績

統計表、與員工薪資獎勵機制等企業

化管理元素。

958 專家系統歷經 2年多的臨床淬鍊，

感謝四間治療所負責人大力相挺，逐

漸成為物理治療所的首選資訊秘書，

期望未來能有更多的業界老闆們，成

為 958 專家系統的合作夥伴，願意透

過資訊科技導入，以科學化的流程管

理，提供更優質的物理治療臨床服務。

958 治療專家創立之發展願景在於提

升治療師們的專業地位，除了發展治

療所營運管理系統，自許成為治療所

的首選行動私人秘書之外，亦透過建

立 958 治療專家媒合平台，來提供物

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諮商心理師與臨床心理師等各專業治

療人員一個專業曝光媒體，讓有需求

的患者，可以輕鬆找到合適的治療專

家。專業治療師可於此平台透過治療

經驗、文字與影片分享，來展現專業

進而吸引患者，亦可透過此平台管理

病患預約排程與簡單的收費、療程管

理與服務紀錄管理，也提供臨床大師

管理專業課程刊登與報名等相關作業。

「如果您想要走得

快一點，要一個人走；

如果您想走得遠一點，就要與一群有

共同理想的人一起走。」我雖離開物

理治療臨床業務許久，但一直都在為

提升治療師們專業地位的理想，而努

力貢獻所長。期望透過個人小小的軟

體資訊專長，加上各位中國醫物治先

進與後輩們的治療業務專長，一起來

完成提升治療師專業地位的理想。歡

迎大家加入958治療專家的專家行列，

透過個人自媒體的建立，增加民眾對

物理治療的可親性，共創民眾、治療

師與平台的三贏局面，提升治療師於

民眾心中的整體專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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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歷程
學士班第十一屆 陳俊宇

腦中風復健教育團隊 創辦人

首先先感謝母系的邀請，讓我有機會

分享有關經營粉絲專頁的心路歷程，

希望這次的分享，能對系上的學弟妹

或是剛畢業進入職場的新鮮人有所方

向。在分享經營粉專心得前，我想也

讓大家瞭解我這十多年的工作經歷以

及到後來為何會創立粉絲專頁的初衷。

大醫院小 PT

在經營粉專前，我也是跟一般治療師

一樣，剛當完兵想精進自己的專業，

選擇一家醫學中心當個菜鳥治療師，

當時過著 PGY 的生活，要跑電療、做

病人、寫報告、上台簡報、到最後還

要同時帶實習生，當時的確有許多資

深的老師可以學習，但平時的負荷量

已經讓我無法好好思考如何去針對每

位患者的問題去做解決，感覺像是被

其他人推著走般的工作。當時主管認

為我無法跟上他們的腳步，我也自認

為我不適合這樣的工作環境，因此半

年後我便離職尋找其他出路。

區域醫院

首次的工作經歷其實有些挫折，雖然

不到兩個月我便又應徵上其他醫院，

這家區域醫院的病人量雖然也多，但

PGY的事務顯然比較人性化，雖然仍免

不了有跑電療的項目，但至少是我可

以負荷的程度，而這家醫院也順利讓

我的兩年 PGY 跑完了。在這之前醫院

復健科有引進全台灣第一部機器人步

態訓練系統，當時在找院內的治療師

參與操作與治療，當時我認為這是一

個可以嘗試不同工作內容的職務，因

此便展開了操作機器人的人生。由於

機器人主要是藉由反覆且高強度的行

走來幫助神經損傷患者重拾行走功能，

因此我的工作內容開始全然地與神經

物理治療有關，因為操作機器人的關

係，也讓我開始有了一對一治療患者

的機會，讓我更能瞭解患者的需求與

心理。

自費復健科診所

因為機器人的關係，讓我認識到過去

也在大醫院工作的個管師，剛好那裡

的醫師也打算開診所並往神經復健領

域發展，因此因緣際會下讓我進入了

自費復健的領域。當時與團隊一起草

創下開始建立中風自費復健的評估流

程及治療流程，一對一的治療更能深

入瞭解患者/家屬的想法與目標，更能

協助他們找到自己的方向。

創立粉專的初衷

依稀記得我建立部落格和粉專時是在

2014 年，當時的我已經在自費診所工

作一陣子，對於過去在健保和自費環

境治療患者有許多感觸，也認為神經

患者是較少被關注的族群，希望藉由

我的分享能讓更多人重視相關疾病與

健康，因此開始建立部落格寫些有關

腦中風的衛教文。一開始的我也沒很

認真經營，只是轉載一些相關新聞事

件或文章，讓大家更重視這個疾病（當

時是十大死因第三位），因此按讚人數

大約都停留在百位數，然而後續發生

了一件重大的事，讓我更覺得有必要

讓大家瞭解腦中風。

動機與使命

某一天下午，我在診所治療病人剛結

束，接到姐姐打電話到診所說媽媽腦

中風了，正在醫院加護病房急救，聽

到的當下我腦中一片空白，沒想到我

的工作內容竟然會發生在自己的親人

身上，當時心情相當混亂且複雜。隔

天搭車回到南部進到加護病房探望媽

媽，所幸媽媽已經清醒，我本能地請

媽媽動動手腳，所幸肢體遠端都有動

作，真的像是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後

來詢問主治醫師病況，醫師說媽媽是

左中大腦動脈阻塞，所幸在黃金三小

時內到院並施打了血栓溶解劑，也幸

運地溶解了血栓，因此後續才能復原

的不錯。經過這個事件後，我深刻瞭

解到健康及腦中風前兆的重要性，身

為治療師，也希望努力推廣這個重要

且必要瞭解的訊息，讓更多人注意自

己及身邊親友的健康，目前腦中風仍

是台灣十大死因的第四位，每六人就

有一人中風。

經營過程

在這個資訊知識爆炸的年代，不管你

是想經營一個品牌或是經營自己，首

先你必須要有熱忱，對於你的工作、

專業要有想法，對你的個案、家屬要

有感受力，若是以衛教文的方式其實

現在很多討論健康的網站也非常多，

其實是比較不容易被看見的。身為臨

床治療師所能呈現的，可以是實證上

的研究，也能是實務上的經驗，因此

若你的文章有科學的實證，並且有實

務經驗上的分享，是會與其他人有所

不同的。除了文章模式、圖文模式、

懶人包模式等，影片模式更是讓大家

迅速瞭解你的方式之一，在整理這些

文章和經營的過程，都是花下班時間

去學習的，因此也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簡單，必須要持續學習專業以及專業

外的事，也一定要對你的專業有所熱

忱與信念。

後記：勇敢向前

在這個時代，你想持續進步，就必須

花更多時間在學習身上，除了充實自

己的專業、持續進修外，還需學習如

何讓大家知道什麼是物理治療，推廣

自己的專業讓更多人知道，包含你可

以去社區講座，去認識相關專業領域

的人，瞭解專業相關產業的發展等等，

都可以讓你有更多不同的視野去看待

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不一定只有在醫

院或診所，但你一定要對你自己的個

案負責，設法讓他們變好也能讓自己

變得更專業，並且現在已有許多成功

的學長姊陸續開治療所，也是大家值

得去學習和瞭解的對象。我目前經營

的粉絲專頁叫作「腦中風復健教育團

隊」，結合物理、職能、語言、心理的

跨專業合作，讓大家更瞭解各專業在

做什麼，大家也可以加入臉書社團叫

「腦中風復健照護學苑」，在裡面也會

分享我從事腦中風治療的經驗及動作

復健相關方法。若有任何問題也可以

私訊我，我會就我所知的分享給大家，

也希望各位學弟妹在職場上找到自己

的熱忱和定位，並在未來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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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到職場
學士班第十一屆 陳寅人

仕安物理治療所 負責人

學善物理治療體系 聯合創辦人

學系 30週年生日快樂！很榮幸自己是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的一份子。

我是 CMUPT11 畢業生。在這特別的日

子，作為大家庭的一份子，感謝的話

有好多好多。感謝學系師長，在求學

期間的指導跟幫助，祝福師長身體健

康、順心平安。

難忘的大學時光

每一位學生都是寶，每一個人都會在

求學過程，遇到不一樣的問題。也許

阻礙求學的是網路遊戲，是感情問題，

是經濟壓力或者是學習上面的困難。

說一說屬於自己的故事，希望每個人

都可以多關懷與體諒他人。曾經我也

如同許多的大學新鮮人，在上大學的

時候，遇到了屬於我自己的問題。缺

席、被當、打架、甚至可能需要延畢，

心理上可能有點不好意思，也帶著一

點點愧疚感。人生有很多關卡，或許

在別人眼中，關卡是容易的，是可以

克服的，但我想每個人都有需要別人

協助的時候，特別是師長、同學們、

學長姐、學弟妹的鼓勵、交流與引導。

大迎新活動照（當時我擔任活動組長設計的活

動，學弟妹不要打我）

畢業了很多年，回頭再看看青春歲月，

才知道師長們的用心，總是盡力地照

顧學生。非常感謝當時的系主任，吳

昇光主任。必修的基礎物理治療學，

我被當了一次，但重修的時候，給予

我的支持，也讓我順利地回到正常的

求學軌道。感謝我的室友們，在大學

期間給我的關懷，我想每個人遇到難

關與心理問題，都需要支持與關心。

前 CMUPT 系主任 吳昇光主任（左一）

原生家庭帶給每個人不同的人格特性，

也就有熱心助人、愛面子卻帶著一點

不自信的我，遇到困難可能不願意說

出來，為自己與他人造成困擾，但很

幸運的，我克服了這些難關。

記得在校外實習的時候，第一站基隆，

實習生只有我一個人（同梯實習的延

畢學長，後來選擇休學），要自己解決

住宿與學習的問題，為了省錢，租了

一個破爛、陰暗的房子（謝謝當時基

隆長庚的孫翼龍組長，熱心幫我申請

長庚宿舍，雖然被院方拒絕，因為不

是長庚學生），入住前幾週的每天晚上

都開燈睡覺。當時參與醫院的讀書報

告，也確實困擾著我，只怪大一到大

三不努力，一張白紙就去實習了，也

不好意思問實習老師跟他校同學，等

著我的就是在報告的時候，被實習老

師電爆，那時候每週都想回家（我媽

還說你不忙嗎？怎麼可以常常回？）。

實習的第二站，回到台中澄清醫院中

港院區，最初很慶幸自己可以回到台

中了，至少是自己熟悉的地方，殊不

知等待著我的是一場實習戰役，當時

候的澄清醫院中港院區，是非常嚴格

的實習單位，幾乎每天都有讀書報告、

個案報告跟臨床教學活動，另一方面

還要準備畢業的專題報告，壓力真的

要爆表了。非常感謝當時學系，願意

讓我延後一週報告畢業專題，不然肯

定要延畢了。

話說回來，在澄清醫院學到了很多骨

科物理治療的技術與評估，謝謝蔡永

裕主任給我的指導，毫不保留地傳遞

專業知識，也感謝臨床指導老師朱俊

榮學長（CMU PT6），讓我有很多實際

操作個案的機會，後來也共同參與過

陽明物理治療所的開業。 後來回到家

鄉開業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系上

安排學生到治療所參觀，那時候的台

南，僅有我一家骨科自費治療所，而

學系願意在我經營不善的狀況，由朱

育秀老師跟李耀全老師安排，帶著學

生來看非常陽春的治療所，確實給我

很大的鼓勵(其實那時候都快倒閉了)。

學系來訪仕安物理治療所

系上有許多優秀系友，有在台灣或國

外開業有成的，有在不同領域的許多

博士，有轉換跑道成為醫生，也有成

為美國奧運代表團物理治療師的系友，

有許許多多系友，是我們的楷模。期

待學系可以繼續辦理系友座談會，分

享更多的成功給學弟妹們。

回學系授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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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眼，我已經畢業 16 年，開業邁入

第 14年，期間學系提供我很多回校分

享的機會（特別感謝朱育秀老師、孫

世恒主任），微小的我，有幸可以在系

上分享自己的專業知識跟工作心得，

這是我感到光榮的時刻。

仕安物理治療所開幕照(舊址)

回到家鄉的我，參與很多基層運動傷

害與防護工作，受到的輕視與懷疑也

有不少，一步一腳印，經歷過了許多

開拓的時光，終於有屬於自己的榮耀。

服務過台南市運動代表隊、台南市羽

球協會醫療組長、台灣職業棒球隊治

療師、大學兼任講師、共同創辦學善

物理治療體系、參與游泳世錦賽服務

奧運金牌得主、多位世界紀錄保持人。

2012 游泳奧運金牌

短道蝶泳 100 米世界紀錄保持人 Chad Le Clos

很慶幸，民眾逐漸地認同物理治療的

專業，全台灣的物理治療所已經超過

300家。或許你我除了爭取權益以外，

最重要的是把專業做好，讓民眾與醫

生們，更加理解物理治療對於人們的

幫助。也祝福每一位 PT可以找到自己

的舞台，發揮自己的專業，跟自己競

爭，做更好的自己。

記得美國知名的物理治療師 Brian Hoke曾經跟我說過：「在你有能力的時候，幫

別人一把」。也把這句話送給每一位系友，透過專業幫助別人成長與健康，關懷

與回饋社會。再次謝謝師長們的栽培，祝學系 30週年生日快樂！讓我們一起期

待 40、50...100週年!

學善公益講座巡迴列車(CMU PT)

Fischer institute特別講座

從蘆洲到德州的物理治療師
學士班第十五屆 陳佳鴻

美國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 物理治療師

2006 年，在我大二的一堂「人際關係」

課堂上，「球球」朱育秀老師在課堂的

開始，要我們寫下十年後的我們希望

自己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完成怎麼

樣的心願。我其實沒有思考很久，寫

下了：「我想成為休士頓火箭隊醫院體

系下的物理治療師。」寫完的當下，

隔壁的兩個同學馬上問我寫了什麼，

我趕忙把紙條遮起來，因為這對當時

的班上同學而言，甚至對我而言，是

個極為可笑的心願。

但真沒想到，當時這個極為可笑的心

願，現在卻帶我來到了這裡......

我叫陳佳鴻，來自新北市蘆洲，中國

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PT15畢業，目

前就職於美國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

(Houston Methodist) 骨科與運動醫學

部門 ，專職於骨科與運動員物理治療

與術後恢復。

我從小就喜歡籃球，最喜歡的是「休

士頓火箭隊」，小時候，我幻想自己可

以長高到 218 公分，未來能夠打進

NBA ，並且進入休士頓火箭隊，可是

從國三開始，我發現自己不再長高了，

籃球也沒有打得特別好，且加上台灣

升學至上的主義之下，我約在高中期

間我就知道我無法成為職業籃球員。

大學指考放榜，我的成績不如預期，

但卻以比最低錄取分數高 0.8 分，幸運

地錄取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在大一時，當時的系主任-吳昇光老師，

來到北港上基礎物理治療學，和我們

聊起了「運動物理治療師」這個職業

在競技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當天下

課，我馬上衝回宿舍上網查休士頓火

箭隊是否有這樣的職業，結果真的有

這樣的角色在火箭隊當中，而且有一

間休士頓的醫院，赫曼醫院(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是火箭隊的專屬醫

院，就在當時，我的夢想之火再次被

點燃，我立志想成為休士頓火箭體系

下的醫院的物理治療師。

順利從中國醫畢業之後，當完兵，我

開始了我的摸索旅程，準備留學考試，

托福，好不容易申請上了美國匹茲堡

大學碩士班，我卻在當時，禁不起現

實的殘酷層面，選擇了放棄了我的夢

想，雖然台灣醫療是世界頂尖，但社

會大眾對物理治療有很大的不了解，

以致於某種程度上，時常受到一些瞧

不起的眼光，或是讓人頭皮發麻的嘲

諷在生活中發生。「喔？你是物理治療

師嗎？可以幫我抓龍一下嗎？」「喔？

物理治療？不就是帶病人走路不要讓

病人跌倒就好了嗎？怎麼會有需要念

到碩士？」當時的我正值 25歲，對於

人生是充滿迷惘的，但很遺憾我卻走

入了他人的價值觀。

我於是休學不再繼續深造，選擇到彰

化溪州，賣起了鳳梨酥的餡，在當時

的我，走在烘焙坊間，自稱自己是「餡

哥」，透過買賣間的爾虞我詐，業務上

的應酬甚至算計，我得到了不小地成

就感，還記得當時，我再也不用和人

介紹我是「物理治療師」了，那種不

用再被說我是按摩跑電療的小弟，是

個多麼大的解脫。我自大狂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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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有兩位非常優秀的 PT16學弟和

我約台北吃飯，我質疑他們怎麼還在

物理治療上努力深造，和他們說唯有

商場的成功才是王道。是啊，當時的

我，是這麼樣地在短暫的成功中，徹

徹底底地了忘了初衷。

但隨著兩年的商場打滾，我也隨著一

次又一次的公司內外部的惡鬥而遍體

鱗傷，在一回的巧合，我的堂哥擔任

某扶輪社的社長，邀請到當中一位社

員的哥哥來扶輪社的例會演講，而這

位演講人，就是當時系上的系主任-孫
世恆教授「孫老師」。我堂哥趕緊邀請

我去參加聽講，起先我不敢去，原因

是當時我申請學校時，就是孫老師為

我寫推薦函的，而如今我休學不在物

理治療界努力，甚至自己也開始看不

起物理治療，我認為我很對不起老師，

但最後，我決定還是鼓起勇氣去了。

演講完後，孫老師走到我面前，對我

說：「佳鴻，知道你已經不在本業了，

不管你在哪一個行業，都要努力加油。」

在當下，我心裡是流著淚的，我的心

中有很大的羞愧，像是一隻迷途的羔

羊找到回家的路一樣，像是灌籃高手

的三井壽，因為腳受傷而無法打球，

進而自暴自棄當起了流氓，卻在多年

後遇到恩師安西教練，浪子回頭地對

安西教練說：「教練，我想打籃球......。」
「老師對不起，我想繼續當個物理治

療師......。」孫老師的出現，讓我想起

了我 20歲的那雙眼睛。

於是，我兒時心願重新再被燃起，辭

職不再當餡哥之後，決定先以考到美

國執照為目標，往休士頓邁進。順利

地辦理復學後，雖然跌跌撞撞，但卻

也在 2014年完成了匹茲堡大學碩士學

位，2015 年年初，我順利地考上的美

國紐約州的執照，我在紐約執業了三

年，努力地學習專業臨床能力與美國

文化能力，並且跑了好幾場高中美式

足球防護志工，以及把自己的英文，

社交能力變得更融入於美國。德州的

執照需要再重新考托福，而且對於「口

說」的標準是驚人之高，我在紐約期

間共考了六次托福，才考到了德州的

標準。2018 年，我取得了博士學位，

並順利換取了德州執照，往夢想之地

大步前進，搬到了休士頓之後，雖然

在好多次丟履歷的過程中，休士頓火

箭體系下的醫院：赫曼醫院，一直給

我回拒，但另外一支職業球隊-休士頓

太空人隊的醫院：休士頓衛理公會醫

院 ，卻給了我面試機會，我於當年，

順利地成為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的正

職物理治療師，為術後與傷後病人·運

動員幫助重回正常功能並重回運動場

上，我真的在這份工作中，在幫助病

人與運動員上，感到成就感與快樂。

在一次從醫院返家途中，我巧遇了前

休士頓火箭隊的球星-史蒂夫·法蘭西

斯（Steve Francis），我鼓起勇氣和他打

招呼，並自我介紹我自己，他是我小

時候的偶像，我第一件收藏的火箭隊

球衣就是他的 3 號球衣。在與他短暫

交談與合照之後，我坐在一旁的椅子

上，我的身體全身完全麻木，完全癱

坐在椅子上，腦袋空白將近兩個小時，

因為我腦海浮現的是，國中那個在電

視機前收看火箭隊比賽，在電視機前

又跳又叫的自己。

2019年，在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面試，

申請，賽場防護，我完成了美國奧運

國家代表隊所要求的資格，在十月時，

我踏進了美國克羅拉多，美國奧運國

家訓練中心，帶著我的專業，進入了

這個近乎裝載滿了美國史上偉大運動

員夢想的殿堂，當我踏入選手中心，

拿到我的工作證時，看到我的名字被

掛在奧運旗的旁邊，我一個人默默地

走到選手中心大廳的角落，一直不斷

地擦著眼淚，打電話給我在台灣的爸

爸媽媽，不斷地和我爸媽說：「爸爸媽

媽......，我終於走到這裡了......。」在

當晚，我也同樣地寫了封信給孫老師，

並在信的最後一句話，我寫著，「老師，

我以身為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畢業生感到光榮」。

這是像我這樣的小人物故事，從蘆洲

到德州的故事，透過學系三十週年，

我想藉這篇文章，為過去曾經指導過

我的系主任、老師，獻上我滿心的感

謝，原來過去的種種，每一堂課，每

一位我所遇見的老師、同學，哪怕只

是一段話，一個問題，都是我成長的

養分，甚至一次又一次為我那即將熄

滅的夢想點火。身為物理治療師，是

這麼令人驕傲的事！同時我也要對學

弟妹說，我們學系的所有教學，都是

走在世界頂尖醫療的主流上，請千萬

別小看現在所學的，因為正是中國醫

物理治療學系，帶我走進夢想的殿堂。

別被眼前的環境澆熄你的夢想與熱情，

願你我都以身為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

療學系的畢業生而感到光榮！

「珍惜這份，物治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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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健康促進的兒童物理治療
學士班第十五屆 劉雅茹

CBM 全球母嬰按摩講師

DS 嬰幼兒動能知覺瑜珈講師

是什麼契機，讓我的兒童物理治療，

除了服務特殊需求的兒童與家庭外，

也開始加入健康促進的這個領域呢?

2015年底時，我離開了在草屯醫院的

工作，那也是我職涯的第一份工作，

準備要回台中打拼，那時候我只知道

回台中後，想專職做兒童物理治療相

關工作，而且希望是嘗試自費的工作

場域，但至於怎麼開始，我卻還沒有

頭緒。醫院離職後，我還先去美國自

助了一個月花光一些積蓄後，某一天

坐在電腦前面，開始打履歷的時候，

發現自己除了物理治療師執照以外，

幾乎一片空白，那時候我才驚覺到原

來我的本錢只有兒童物理治療而已，

那我還有什麼特色或專業，讓我在兒

童物理治療的自費市場中，能被家長

看見的呢?於是，我就開始觀察市面上

跟兒童有關的課程或趨勢，我也請益

一些前輩後，就先從嬰幼兒按摩的講

師課程開始學習，但因為在美國自助

旅行揮霍的太開心，所以上嬰幼兒按

摩的課程費用還是先跟我媽借的，排

除萬難之後，我終於踏入了「人初千

日」的這個領域囉。

我記得第一天培訓時，不免俗要自我

介紹和分享來上課的動機。我跟同學

們一邊介紹兒童物理治療師的工作內

容，一邊說著來上課的動機是，我在

服務特殊需求兒童的時候，發現家長

容易糾結於孩子在治療中會大哭，家

長會不捨但又不知道該怎麼安撫，或

甚至有些家長會一直有愧對孩子的心

情，反而造成親子關係呈現矛盾又失

衡的狀態，所以希望學習嬰幼兒按摩

的手法，協助家長和孩子在復健和照

顧的日常以外，也可以有些輕鬆且溫

馨的時刻。

整個 CBM嬰幼兒按摩講師的培訓課程

中，我最有收穫的其實不是學到多元

的按摩手法，反而是認識了「人初千

日」的概念，以及課程中分享著許多

關於嬰幼兒的行為觀察、親子互動的

發展歷程，甚至是引導家長的部分，

這是在兒童物理治療師的培訓課程中

較少提到的議題。培訓課程的最後，

我開始學著把治療師的框架丟掉，不

急著指導家長要正確的執行按摩手法、

關注按摩手法的成效，而是要提供家

長具體方法，鼓勵他們為自己的孩子

進行按摩，讓家長自己創造與孩子之

間的粉紅泡泡時刻。

2017年參與DSYOGA嬰幼兒動能知覺瑜珈的結業，與課程講
師也是「人初千日」背後重要推手鄭宜珉老師的合照。

1000 days，是聯合國所提出來概念，指的是媽媽從懷孕的那一刻，到寶寶大約兩

歲的這 1000天，是奠定了這個寶寶日後所有能力的基礎。在台灣，我參與培訓

的單位翻譯成「人初千日」，這個概念立刻就讓我想起以家庭為中心的早期療育

服務。不約而同的，不論是正常發展或是有特殊需求的兒童，他們都需要在這關

鍵的 1000天內獲得許多的滋養。

回到兒童物理治療師職場的我，開始教導家長除了居家復健活動外，也透過幫孩

子按摩找回純粹的親子互動；另外，我也發現自己身為治療師的心變得比較柔軟，

開始同理家長忙療育又要兼顧生活的心情，開始學著跟家長先站在同陣線，再慢

慢將家長拉進療育中。這些好的改變並不是我當初去上培訓的目的，但卻是我日

後在工作場域上最受用的部分。於是我隔年又上了該單位的 DSYOGA嬰幼兒動能

知覺瑜珈。其中，我負責帶領 DSYOGA的課程體驗唷。第一次嘗試對外招生和開

課時，自己練習做 DM和寫文宣，文宣中我特別寫明歡迎特殊需求的小孩來上課。

然後還要自己安排場地並拜託朋友們幫忙分享課程資訊，大規模的動員之後，最

後只有招到兩組。因為是第一次嘗試，所以有人願意報名我就很感激囉。

2019年受邀擔任金色世代親子嘉年華的講師，這是一個為「人初千日」所發聲的活動

69 70



其中，我負責帶領 DSYOGA的課程體驗

唷。第一次嘗試對外招生和開課時，

自己練習做 DM 和寫文宣，文宣中我

特別寫明歡迎特殊需求的小孩來上課。

然後還要自己安排場地並拜託朋友們

幫忙分享課程資訊，大規模的動員之

後，最後只有招到兩組。因為是第一

次嘗試，所以有人願意報名我就很感

激囉。開課當天，一組是有特殊需求

小孩的家庭，另一組是小孩有輕微斜

頸的家庭。課程中，特殊需求的小孩

因為趣味的瑜珈動作式，自發性的動

作變多而且過程中一直聽到他的笑聲，

家長也有回饋某些自發性的動作是平

常療育課比較少看見。

另一個有斜頸的小孩也是樂在其中，

家長分享著之前要協助伸展脖子就一

直哭，但沒想到透過瑜珈動作，既有

達到伸展的效果而且小孩有高度的配

合度。這兩個小孩之間也有奇妙的化

學作用唷，尤其當他們兩個第一次面

對面坐著要練習瑜珈動作時，特殊需

求的小孩主動伸出手來想跟另一個小

孩互動，而且頭還能自己維持在正中

間。另一個小孩，偶爾在課堂中也會

故意經過特殊需求的小孩身邊互看。

透過這次的經驗，讓我有個新想法，

我原本後續只想規畫的是針對特殊需

求兒童的按摩或是瑜珈課，但這次團

課的經驗讓我發現，我其實可以做得

更多，尤其是融合性質的課程，除了

著重在親子互動外，小孩之間也可以

交流，更重要的是讓更多人能認識我

們特殊需求的孩子與其家庭。可惜目

前這個想法，因為疫情而延緩中，但

會是我日後要努力的目標之一。

另外，有賴於嬰幼兒按摩和瑜珈這兩

張證照，加上兒童物理治療師的專業，

所以開始有些單位會邀課，像是托育

資源中心、托嬰中心或甚至有跟親子

中心合作開課。在早療領域服務的經

驗讓我發現，現在有許多隱性的發展

遲緩，治療師都知道被通報的孩子我

們都不擔心，我們最擔心的是家長拒

絕通報或是尚未被發現有遲緩的孩子，

所以我都會趁著在這些單位開設的親

子課程中，透過按摩和瑜珈課來提升

家長的親職能力外，我也會分享兒童

發展和發展遲緩的概念，讓家長知道

發現問題不可怕，早期發現就能早期

治療，最怕的是不想面對孩子的問題。

在嬰幼兒按摩和瑜珈的親子課程中持

續磨練和進修後，也開始跟當初培訓

的單位合作，開始到各大學的推廣中

心教授檢定班的課程；這類的課程大

多會是教保人員或是幼教老師，當然

也有家長；課程中通常會以教授手法

為主要目的，我一樣會介紹小兒物理

治療師和發展遲緩的概念，希望讓這

些最常接觸孩子的專業人員也都能有

兒童發展與發展遲緩的概念，讓她們

未來在能協助發現有需求的孩子，或

者是遇到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時，能有

更多的同理對待。

踏入親子課程領域的我，開始發現行

銷很重要，現在市面上親子課程很多

元，但要如何讓別人發現我的好，只

能夠先為自己發聲，唯有自己先創造

出舞台，才能有更多的舞台來能推廣

我的理念和想法。所以今年突破了心

結，拍了形象照，還成立臉書的粉絲

專頁「茹寶的師生活」，開始學習從低

調轉成高調的自己。雖然現實層面中，

親子課程的薪資當然不如自費的小兒

物理治療師，但透過這份工作可以支

持許多在育兒困境的家長和家庭，透

過這份工作協助更多親子之間正向的

互動，課堂中孩子和家長的笑容，就

是支持我依舊走在這條道路上的原因。

這次系刊投稿的機會，我重新檢視了

自己的這段歷程，開始發現這幾年在

台灣興起的「健康促進」的概念，而

我透過按摩和瑜珈的親子課把健康促

進帶給整個家庭，不再單純是為了孩

子好，也不單純只是增能家長的能力，

更多的是讓整個家庭能一起按摩放鬆

一起瑜珈運動，並且建構一個正向且

親密的家庭互動，當然間接也預防了

孩子會有發展遲緩的風險。所以我開

始覺得我的兒童物理治療，更多了一

份健康促進的領域可以發揮唷。在這

個物理治療師開始走入社區的時代，

如果您聽完了我分享的這個歷程，有

興趣的話，歡迎與我同行唷。

2020年，是第二年受系上李曜全老師的邀請，回來為大三的學弟妹介紹嬰幼

兒按摩的手法和概念。每年都很期待聽到學弟妹唱兒歌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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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脊椎側彎矯正運動遇上ＭＧＡ筋鑑康刮痧
學士班第十六屆 林宜錚

BSPTS 脊椎側彎矯正西班牙認證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要先聊聊什麼

是脊椎側彎，什麼是脊椎側彎矯正運

動，什麼又是ＭＧＡ筋鑑康刮痧？

正常的脊柱的背面觀是呈現一直線的，

側 面 觀 則 在 腰 椎 有 前 凸

(lordosis)(20-40 度 )及胸椎有後凸

(kyphosis)(30-50 度)等弧度，但脊椎

側彎的患者的脊柱在背面觀的排列則

呈現 S 型或 C 型。脊柱側彎一般可分

為功能性及結構性，功能性脊柱側彎

的成因可能是姿勢不良、椎間盤突出、

長短腳等因素所造成的，通常柯博氏

角度(Cobb’s angle)不會超過 20 度，好

發於各年齡層的患者。

但若是結構性的脊椎側彎，需符合三

個條件：曲度(柯博氏角度)大於10度、

脊椎呈現三度空間的畸形、合併脊椎

椎體的旋轉。結構性脊椎側彎最常見

的 類 型 是 原 發 性 的 脊 柱 側 彎

(idiopathic scoliosis)，也就是不明原因

所造成的，最常好發的年紀是在青少

年時期（10-16 歲）。目前國內脊椎側

彎的篩檢是在小學一年級和四年級，

但通常還是需仰賴家長的細心觀察才

能發現孩子是否有脊柱側彎。

如何得知孩子是否有脊柱側彎？最直

接的黃金標準就是透過 X 光片診斷，

但如果不透過影像的診斷，還是可以

用一些臨床測試來得知孩子是否有脊

椎側彎。如亞當前彎測試(Adam’s test)：
請患者腳與肩同寬站立，雙手合十向

前彎，檢查者從後方檢視患者的背部

是否有不對稱的突起，較高的突起即

為側彎的凸側。

一旦發現孩子有側彎該如何是好？早

期發現早期治療，理論上根據 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SRS)的治療脊椎側

彎守則，成長中的青少年若側彎小於

25 度會建議每半年定期追蹤檢查，25

度至 40 度則會以背架介入治療，若大

於 45 度才會考慮手術的治療。但不論

任何嚴重程度的側彎患者，都可以藉

由運動治療改善側彎的角度或是減緩

因側彎所導致的症狀，畢竟積極的運

動治療總優於單純觀察。

BSPTS 的坐姿矯正運動

脊柱側彎的運動目前市面浪琳瑯滿目，

但實證醫學證實有效運動又稱為特定

性脊柱側彎物理治療(Physiotherapy
specific scoliosis exercise, PSSE)，目前

有七大派，凱西老師遠赴美國學習西

班牙學派的治療運動，西班牙的巴塞

羅納脊柱側彎物理治療學院（The

Barcelona scoliosis physical therapy
school approach from Spain）BSPTS學

派承襲德國施羅特的原則，將施羅特

結合認知以及感覺，利用呼吸及肌肉

的活化達到三度空間的脊椎側彎矯正，

幫助孩子在早期發現的時候就能改善

體態更進一步矯正側彎度數。

在Myofascial Guasha Analysis(MGA)
筋鑑康刮痧的系統中，我們強調的是

透過對軟組織刮痧後所產生的痧進行

鑑定與鑑別，以達到促進健康的目的。

痧的呈現為紅血球之細胞釋出，透過

傷害造成後之紅血球含氧量多寡，可

以在 MGA 系統當中大致回溯傷害何時

形成，更可以透過對解剖與生物力學

的了解，得知痧出現在不同部位之意

義。也因為紅血球細胞的釋出，在刮

痧之後可以為軟組織帶來大量的血流，

從文獻上及我們團隊的實際操作上發

現，刮痧之後的血流量大概可以多達

四至十倍，豐富的血流為缺血的緊繃

肌肉注入一股清流，讓失去養分的肌

肉可以獲得足夠養分以恢復原有彈性。

脊椎側彎會伴有肌肉不對稱的緊縮或

被延伸，不管是緊縮的肌肉或是被拉

長的肌肉都在長期不對的姿勢底下失

去了原有的彈性，若在此時利用刮痧

使他重獲新生，那麼在矯正運動的當

下就可以更容易去喚醒深層的肌肉，

已達到矯正運動的終極目的。

凱西至上海擔任BSPTS國際課程之翻譯及助教

BSPTS 側躺姿矯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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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物理治療不受限
學士班第十六屆 曾俊智

宏恩醫院復健科 物理治療副組長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總幹事

「感覺陽光照射在你身上哪些部位，此時身體感覺到什麼。

此刻你要為自己設定什麼樣的意念？

注意蹲下時膝蓋與髖部彎曲的角度，選擇你每一次想要蹲得多低。

選擇身體前彎的角度，你想要前彎多少，身體的感受如何。

注意你全身現在有哪些部位是覺得放鬆的，哪些部位是緊繃的。

活動你覺得舒服的部位，依你的選擇把動作加大。

活動你覺得緊繃的部位，依你的選擇把動作加大。

思考你會選擇展開行動的。」

2015 年於日本熱海 PRYT 晨間屋頂瑜伽練習狀況

在日本熱海的伊豆研修所屋頂露台上，

浴火鳳凰療癒瑜伽（PRYT）創辦人

Michael Lee 正帶領著我們，一堂主題

為--「選擇」的瑜伽課。

那天在日出的陪伴下，經歷了這堂難

以忘懷的瑜伽療癒課程，腦海浮現與

家人討論選擇就讀物理治療的那個時

刻，以及決定到日本參加 PRYT 瑜伽療

癒培訓的選擇。

時間過得很快，回想鳥籠球場揮汗訓

練的那些日子、系籃比賽的緊張心跳

感，畢業典禮與老師同學們合照的那

一幕，回憶的這些情景，許多珍貴的

瞬間仿佛歷歷在目，沒想到畢業到現

在大約已經十年了。一畢業就投入醫

院臨床工作的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

在處理病人肌肉骨骼慢性痠痛的問題，

一心想幫病人徹底解決問題卻一路遭

遇了不少困難。偶然有一次機會接觸

了瑜伽課程，對以往多進行球類競賽

運動的我，對運動有了全然不同的體

驗。瑜伽對我來說，是平衡的、有覺

知的、重視呼吸與動作控制的運動，

如果能結合這些元素進入物理治療中，

相信對臨床病人是會有極大幫助。

很幸運的在我工作的藍海曙光集團裡，

讓我的想法可以有很多嘗試及運用的

空間。集團合作的教練中剛好有一位

是瑜伽專長的老師—Janus 老師，在他

的協助下，我開始陸續參與瑜伽研習

工作坊與研究瑜伽相關的書籍，也與

老師進行多次的討論與互相學習，因

此更深一層認識瑜伽的不同面向。

2014 年參加了加拿大 Neil Pearson 老

師的研習課程，向同樣具有物理治療

師背景的 Neil 老師學習讓我備感興

奮，經由老師引導了解神經系統與疼

痛科學的新觀點，對現今臨床工作有

了新的啟發，在 Janus 老師的努力下，

給瑜伽老師、療癒師及健康照護從業

人員的疼痛照護瑜伽認證培訓課程在

台灣持續開設，我也在其中擔任課程

助教。2015年九月，在兩位志同道合

的瑜伽老師陪同下，我們從台灣到日

本踏上了 PRYT瑜伽療癒培訓之路。

在新領域的學習過程中遇到了許多衝

擊，不管是看待個案的觀點，介入時

思考的面向等，與以往所知有許多的

拓展。此系統強調對個案以及生活中

的連結，循序漸進地引導個案，啟發

個案重新檢視、了解自己，主動參與

讓生活繼續流動。這過程也在讓我學

習重新認識自己，在物理治療工作的

路上把自己準備好。在跨領域的合作

與學習中，不免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

去了解不同專業各自的語言、習慣與

重視的內容等，如何可以讓不同專業

的人可以聽懂你的想法，甚至接受建

議付諸行動更是需要許多溝通與智慧，

在團隊中能展現自己的角色又能尊重

彼此，善用各方優點，才能朝著共同

目標持續向前。在這一路上我很幸運

遇到許多重要的夥伴，特別是在藍海

曙光鄭悅承執行長的支持下，持續規

劃給健康照護從業人員的專業課程，

提供給一般民眾的健康相關課程，參

與相關書籍的翻譯與拍攝等機會，很

榮幸在今年成立的台灣瑜伽療癒協會

中擔任常務理事，期待未來在物理治

療與療癒瑜伽領域繼續貢獻心力。

生活中充滿大大小的選擇，因為擁有

選擇的能力，所以我們可以感到自由

快樂，相對地也要對自己的選擇樂觀

面對、正向參與。

疼痛照護瑜珈認證課程中擔任助教 上排右三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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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 30，風華再建
學士班第二十八屆 王得嘉

系學會會長

時光冉冉，中國醫物理治療學系也已經創立 30年，很榮幸我能在學校的最後一
年，協助舉辨和參加 30周年系慶活動，身為系上的一份子，我深感驕傲。

記得大一時，我們都在北港分部，早上享受著灑下的暖暖陽光，感受著北港的熱
情與純樸。晚上在球場揮灑汗水，在比賽時為系上同學歡呼加油，在校內 KTV
高歌，不顧門禁的夜衝炸饅頭，還有，在宿舍和同學享受的無憂無慮的大一生活。
雖然我們都自嘲我們是被遺忘在北港的一群人，但是我們都知道在我們心中，無
可否認的，那是我大學時光中最懷念也最開心的一段時光。

大二大三有許多和大一不一樣的地方，開始加入很多專業課程，大家的皮都繃緊，
一起熬夜，一起討論課業問題，一起練習跑考，一起祈禱自己跑考的站別是哪位
老師評分，但是我們也因為學習到許多專業知識，內心不禁澎湃起來，開始期待
我們能治療病人的那一天。不變的是，大家的友情不變，朋友間還是一起互助，
一起面對大大小小的問題和考試，一起笑著度過這兩年。

回憶完生活部分，接著說說系學會。從學長姐授袍及畢業茶會開始，到各種在不
同方向物理治療領域學長姐的分享講座、一年一度教師節感謝活動、增進大一到
大三感情也是大家最期待的系烤、和學弟妹不打不相識的系隊下北港、五系一起
合作舉辦的耶晚等等，所有活動都是各幹部努力的結果，希望系上的大家都很享
受所有系學會舉辦的活動。謝謝系學會幹部們願意擔當重任，這一年來在各職位
盡心盡力的付出，幫忙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為系上出一份心力。最後，我也要
謝謝各位系上的學長姐、同學和學弟妹，推選我為系學會會長，讓我有機會為大
家服務，並且在過程中給予我許多指導與建議，讓我學習且成長了許多。

中國醫物治是個溫馨的家，同學不分你我地一起玩樂也一起進步，一起成長。系
上老師不單單只是給我們專業知識以及許多臨床上的建議，平時和學生一起聊天
開玩笑，也在我們迷茫的時候和我們談心，給予我們人生道路上的建議。系上老
師有許多是畢業的系友或是已經在系上任教很久，從正名到搬遷到成立碩班等等，
如今要搬遷到水湳校區，我想這 30年來的轉變，老師們看在眼裡也暖在心裡。

學系 30 屆來，培育出許多實力堅強且優秀的學長姐，期許我們能運用四年來所
累積的所有知識與經驗，並且不停的精進自我，盡我們所能讓病患回復到理想狀
態，也期許我們能像各位學長姊一樣，在各領域中發光發熱、醫人且醫心，成為
一位成功的物理治療師。最後，恭喜中國醫物治 30歲了!三十而立，未來的 CMUPT
一定會更加茁壯。期待我們在下一次的系慶時，大家能齊聚一堂，再次相見。

CMUPT 30 週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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