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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暨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脊椎側彎夜間矯正背架示範研習會 
 

一、 會議時間：108年 9月 21日-22日（星期六-日）08:30 - 17:00 

二、 會議地點：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 B1研發製造組教室  

三、 會議議程： 

  (一)第 1日：108年 9月 21日（星期六） 08:30-17:00 

時間 講題 講座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脊椎側彎夜間背架簡介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09:50-10:50 個案評估、取模示範教學(1) 

10:50-11:10 交流與討論 A（請利用時間自行至化妝室或使用飲水機） 

11:10-12:00 個案評估、取模示範教學(2)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12:00-13:30 Q&A（含午餐） 

13:30-14:20 修模示範教學(1)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14:20-15:10 修模示範教學(2) 

15:10-15:20 交流與討論 B（請利用時間自行至化妝室或使用飲水機） 

15:20-16:10 修模示範教學(3)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16:10-17:00 修模示範教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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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 2日：108年 9月 22日（星期日）08:30-17:00 

時間 講題 講座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成型示範教學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09:50-10:50 組裝示範教學(1) 

10:50-11:10 交流與討論 C（請利用時間自行至化妝室或使用飲水機） 

11:10-12:00 組裝示範教學(2)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12:00-13:30 Q&A（含午餐） 

13:30-14:20 試穿、修改示範教學(1)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14:20-15:10 試穿、修改示範教學(2) 

15:10-15:20 交流與討論 D（請利用時間自行至化妝室或使用飲水機） 

15:20-16:10 
脊椎側彎夜間背架的穿著評估與使用

方式(1) 
永野 徹 

張誌剛 

理事長 

（主治醫師） 16:10-17:00 
脊椎側彎夜間背架的穿著評估與使用

方式(2) 

 

四、 會議說明： 

脊椎側彎易發生於國中與國小年齡之兒童，尤以女孩為最。女孩青春期早

於男孩，於小學階段脊椎側彎比率高於男孩、總發生率亦高於男孩。穿戴脊椎

側彎矯正背架成功與否，除了背架設計製作精確度外，夜間是否持續穿著，是

為關鍵之一。因此，國外持續發展研究各式樣的夜間矯正背架。 

本次學術示範研習會之夜間矯正背架樣式為日本瀨本喜啓醫學博士及永野

徹社長所共同開發之「SNNB (Semoto Nagano Night-time Brace)」，不僅可改善使

用者的夜間睡眠品質且易於穿脫，並能提升義肢裝具師調整側彎背架時的方便

性。本研習會將詳細介紹脊椎側彎夜間背架的功能、評估，包含製作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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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模、修模、試穿等示範教學及臨床使用實證。會中亦透過使用者（model）

實際試穿體驗，參與學員將可更深入了解脊椎側彎夜間背架的作用。 

本研習會內容由淺入深，涵蓋理論、評估與實務，是一場非常難得的研討

課程，竭誠歡迎義肢裝具師、復健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及輔具相

關從業人員等，踴躍報名參與。 

 

五、 主辦單位： 

(一) 主辦：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二) 合辦：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

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三) 協辦：台灣復健醫學會 

 

六、 學分認證： 

(一)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教育積分：20點 

(二) 台灣復健醫學會教育積分：申請中 

(三)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四)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五)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學分：申請中 

 

七、 講座團隊簡介： 

(一) 講座：永野徹  (Toru Nagano, CPO)  日本義肢裝具師現任： 

1、 現職：永野義肢有限公司 社長（董事長） (Director, Nagano Prosthetics & 

Orthotics Co. LTD) 

2、 專長：各式背架及上下肢矯具製作。 

(二) 助教： 

1、 永野 宏佳    永野義肢有限公司  部門經理 

2、 宮部 昌洋    永野義肢有限公司  組長 

 

八、 報名費用： 

 報名費含課程所需講義、研習證明。 

 報名限額：40名（屬實作示範課程，名額有限，敬請見諒）。 

 會員（台灣義肢裝具學會、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新臺幣 6,000

元整（需繳清 108年度及 108年度以前之年費），非會員新臺幣 8,000元整。 



4 
 

九、 報名注意事項： 

 報名費繳交方式： 

※劃撥帳號：1947-1764，劃撥戶名：台灣義肢裝具學會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報名人員之「姓名、電話、課程名稱、費用」。 

※請將劃撥收據，連同報名表，以電子郵件（E-mail: post.tcpo@gmail.com）、

傳真（02-2875-7477）或郵寄（112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段 201號 臺北

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轉台灣義肢裝具學會）等方式通知學會，並請務

必來電學會確認，以完成報名手續。 

 退費約定： 

※若課程因不可抗拒之天災（如颱風等，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或政府公

告辦理）或緊急事件等因素影響而有活動取消或延期之情形，將於本學會

網站公告。如為取消，報名費將扣除行政費用（新臺幣 300元）後予以退

費；如為延期，未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明確方式向本學會確認無法參加

者，視為繼續參與，本學會將另行通知課程辦理時間；已向本學會確認無

法配合調整後之課程時間者，報名費退費規定同上述課程取消方式。 

※若因報名者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者，請以書面傳真或 e-mail 通知本學會退

費，並須確認本會知悉。距開課日前 1~7 日（含）取消報名者，退費 50

％；當日取消或未到者，概不退費。 

 學會諮詢專線 0938-612005 （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5:00 來

電）；學會 E-mail：post.tcpo@gmail.com。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提供午餐，為響應環保政策，建請自行準備環保餐具。 

(二) 因申請相關課程時數，故本課程落實簽到簽退制度，課程開始 15 分鐘後即

便有簽到，將不予協助繼續教育積分之登錄，敬請見諒。 

mailto:郵寄(「333桃園縣龜山鄉頂湖路123號2%20樓%20復健科辦公室%20轉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暨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收」或E-mail：post.tcpo@gmail.com
mailto:郵寄(「333桃園縣龜山鄉頂湖路123號2%20樓%20復健科辦公室%20轉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暨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收」或E-mail：post.tcp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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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暨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 

脊椎側彎夜間矯正背架示範研習會 

108年 9月 21日-22日報名表 

◎請以正楷逐欄填寫，謝謝配合！ 

有相關問題或欲加入本會會員者，請洽學會秘書：施小姐。 

諮詢專線：0938-612005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5:00 來電） 

學會 E-mail：post.tcpo@gmail.com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E-mail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辦公室：                       住家： 

服務單位  

職稱/職級  

聯絡地址  

會員資格 

□台灣義肢裝具學會：正/準會員 (會員編號：                 ) 

□台灣人工肢體及輔具研究學會：會員 (會員編號：             ) 

□非會員。欲加入本會者，請洽學會秘書。 

劃撥單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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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會場地圖： 

 

 

 

 

 

 

 

 

 

 

 

 

 

 

 

 

 

 

 

 

 

 

 

十二、 會場交通資訊： 

臺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號 

 行走路線：可坐榮總接駁公車至臺北榮總中正樓再走思源樓方向後

往石牌路二段方向走。 

 公車路線：於石牌捷運站下車，出捷運站 1 號出口，往右手邊過紅

綠燈，往前走至「中國信託」銀行前（綜合市場站）搭乘公車「224、

508、508區間車、536、重慶幹線、602、小 8、小 36」，至「榮光新

村(榮總東院)」站下車，自下車處沿坡面往前走，即可至北榮身障重

建中心大樓門口（如上圖）。 

 停車場： 

1.面對中正樓之右方有一立體停車場，中正樓後方亦有地面停車場。 

2.振興公園地下停車場：臺北市北投區天母西路 1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