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3 年中醫物理治療研討會
The Semina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Physical Therapy in 2013

一、課程內容
根據流行病學的統計，筋骨與軟組織疾患是門診求醫人數僅次於感冒的族
群，治療的瓶頸在於病理解剖上的病灶源頭（結構病理學）很難完整診斷，而且
許多病因的背後都有生物力學上的異常與機能損傷（功能病理學），這些問題很
難單靠手術、注射、藥物、針灸或非力學的方式治癒。因此物理手法整療的處置，
確實佔有不可憾動的地位，而我國千百年來傳統的推拿理筋手法在療傷止痛的角
色亦不遑多讓。本次研討會是國內首次針對手法治療專業而舉辦的中醫物理治療
研討會，各位同道想必興趣濃厚，只是苦無進修管道，不知從何著手！
我們非常難得邀請中醫師全聯會理事長孫茂峰醫學博士、高宗桂醫學博士、
廖慶龍院長、盧文瑞院長等中醫名家與譚仕馨主任、傅士豪主任、宋宏謙總顧問
等物理醫學專家擔任講師。務使與會者在專家們有效的引導下激盪出學習模式，
進而喜愛中醫，期為治療骨錯筋傷與肌骨失衡的疾患帶來新的氣象，更希望藉此
樹立中醫與物理治療合作共榮的基礎。歡迎各位有興趣的中、西醫師，物理治療
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本次研討會以專題演講為主，不包含實務演練，往後會再舉辦實作課程以銜
接學理。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物理治療生公會、宜蘭縣物理治療生公會、 社團法人台
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新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桃園縣物理治療
生公會、苗栗縣物理治療生公會、台南市物理治療生公會、社團
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生公會、高雄縣物理治療生公會、屏東縣物
理治療生公會、金門縣物理治療生公會、舜復健康事業有限公
司、新菩提醫院復健科、中山醫學大學
四、學分認證：中物學審字 第 1020100302 號
中物學審字 第 1020100303 號
五、授課日期：102 年 08 月 18 日(星期日)及 102 年 08 月 25 日(星期日)
六、授課時間：AM 8 點 00 分至 PM 17 點 20 分
七、授課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211 教室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八、學員名額：200 人

九、課程表
第一天(102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
時

間

演講主題

主講人

08:00~08:20

報

到

08:20~08:40

開幕儀式、長官致詞

08:40~09:30

中醫的基本特點

孫茂峰 理事長

09:30~10:20

中醫的病因與病機

孫茂峰 理事長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30

中醫治療的治則與治法

孫茂峰 理事長

11:30~12:20

中醫與物理治療的會聚

宋宏謙 總顧問

12:20~12:30

問題討論

各講師

12:30~13:30

午

13:30~14:20

中醫經絡俞穴學

高宗桂 醫學博士

14:20~15:10

經絡診察與臨床應用

高宗桂 醫學博士

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20

正骨整復的診治與實務

盧文瑞 院長

16:20~17:10

骨折脫臼的療護

盧文瑞 院長

17:10~17:20

問題討論

各講師

餐

第二天(102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
時

間

08:20~08:40

演講主題
報

到

主講人

08:40~09:30

理筋推拿治療之中醫理論應用

廖慶龍 院長

09:30~10:20

錯縫與筋傷之臨床手法

廖慶龍

院長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30

脊椎手法整療評估與實務

譚仕馨

主任

11:30~12:20

軟組織治療之臨床手法

譚仕馨

主任

12:20~12:30

問題討論

各講師

12:30~13:30

午

13:30~14:20

解剖列車的概念

傅士豪

主任

14:20~15:10

筋膜網絡的指引

傅士豪

主任

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20

病理力學與臨床模式辨認

宋宏謙 總顧問

16:20~17:10

脊骨矯治之臨床手法

宋宏謙 總顧問

17:10~17:20

問題討論

各講師

餐

十、課程講師與主持人(依演講順序排列)：

1. 孫茂峰 理事長
學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醫研究所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士
南京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
中華針灸醫學會針灸專科醫師
中華針灸醫學會常務理監事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醫院中醫針傷部主任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委員

現 任：
中國醫藥大學專任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總院副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北分院針灸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2. 宋宏謙 總顧問
學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學士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脊骨矯治技術核心課程種子班結業
物理治療學會認證 主治物理治療師
台北脊祥診所 兼任物理治療師
現

任：
中信復健科診所 物理治療師
新森中醫診所脊足理醫與疼痛科學 主治療師
上億中醫診所脊足科暨醫學矯治 主治療師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 專業發展與繼續教育委員
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暨肌骨系統課程講師
舜復脊足醫學團隊 總顧問

3. 高宗桂 醫學博士
學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醫學博士、南京中醫藥大學內科學博士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中國醫藥大學藥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副教授暨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現

任：
台灣 大仁科技大學副教授
台灣 中華針灸醫學會秘書長
台灣 中華推拿科學學會理事長
中國 南京中醫研究院客座教授
馬來西亞中醫暨針灸聯合總會榮譽會長

4. 盧文瑞

院長

學經歷：中華民國中醫師國家特種考試及格
中醫師國家特考特訓班結業
中醫骨傷科[骨折脫臼徒手復位術]以及[小夾板固定術]
實務年資約 30 年

現

任：
育源堂中醫診所

院長

中華民國傷科醫學會理事
中醫實證醫學會監事

5.廖慶龍

院長

學經歷：

現

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所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醫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生物力學組博士候選人
台北馬偕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講師
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講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傷科臨床技能講師
Cyriax 骨科醫學 OMI 國際證照

廖慶龍骨科診所 院長
中華民國基層骨科醫師協會 秘書長
台灣脊骨矯治醫學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 常務理事
中醫傷科專科醫師甄審召集委員
彰化縣診所協會 秘書長

6. 譚仕馨 主任
學經歷：中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學士
美國加州 Ola Grimsby institute training
第三屆台灣省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現
任：台中榮總復健技術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兼任副教授

7. 傅士豪 主任
學經歷：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研究所碩士
財團法人康寧醫院物理治療師兼組長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居家及社區物理治療師
現

任：樹人醫專講師兼主任

課程主持人:宋宏謙 物理治療師(學經歷與現職同上)

十一、報名方式
此課程學員可選二天課程或一天課程，方式如下：
Ａ場：102 年 08 月 18 日(星期日)及 102 年 08 月 25 日(星期日)
Ｂ場：102 年 08 月 18 日(星期日)
Ｃ場：102 年 08 月 25 日(星期日)
十二、報名費用
此課程可選報一天或二天，課程費用如下：
(1)單獨報名每一場課程費用 NT$800 元（報名時請註名上課日期及
場次）
(2)若同時報名 A 場與 B 場，二場課程可享有 7 折優惠價 NT$1120 元
十三、報名方式與流程
◎報名流程：＜採先登記







後匯款＞

即日起自 102 年 08 月 09 日止。一律採傳真或 E-mail 報名，學員 200
名，額滿為止。E-mail 報名者請註名會員編號及姓名及課程場次，報名成
功者，行政中心會與您聯繫，始可匯款。
【公會 E-mail:ptaat99@yahoo.com.tw】
登記確定名額後，請盡速將報名費劃撥至本會帳號「22755532」
，戶名：
「中
華民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不接受活動當天現場繳費。
由於手續繁複以及場地租借問題，若是您已完成報名卻因故需取消報名，請
務必於 102 年 08 月 09 日前來電取消 04-22615022 或 E-mail:取消，扣除行
政手續費用 NT$100 元，若是在 102 年 08 月 09 日以後取消，扣除行政手續
費用 NT$500 元。
若遲到或早退超過 30 分鐘者，恕不發給研習證明及物理治療人員繼續教育
學分登錄。

十四、注意事項


為維護學員權益，課程進行時禁止拍照、及攝影 ，並將手機調為震動。



當天備有即溶咖啡與茶包，請自行攜帶耐熱環保杯。



上課時間、地點若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十五、乘車資訊

(一) 高速公路
(1) 經由國道 1 號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下)：
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後右轉--->
直行文心南路--->文心路橋前左轉單行道大忠南街(麻園頭溪邊，轉角為米格魯
汽車商行)--->約 100 公尺右轉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2) 經由國道 1 號高速公路(臺中交流道下)：
中港交流道下--->接中港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路後右轉直行文心
路(過南屯路後改名為文心南路)，接續請參考上述路線。
(3)經由國道 3 號高速公路：
北上：接中投公路(3.5 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左轉文心
南路往台中市 --->直行文心南路(上文心橋)--->下橋後第一路口右轉大忠南街
(麻園頭溪邊單行道，轉角為米格魯汽車商行) --->直行約 100m 右轉進入校本部
停車場。
南下：接國道 1 號後由南屯交流道下，之後請參考上述路線。
(二) 高鐵
(1)烏日高鐵站下--->搭乘高鐵免費接駁專車或 85 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口
腔醫學大樓)站下車，接著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步行約 5 分鐘。
(2)烏日高鐵站下--->搭通勤電車往北經烏日站後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
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3)烏日高鐵站下--->搭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10~15 分鐘)。
(三) 台鐵
(1)大慶車站下(僅通勤電車停靠)--->出站後右轉步行約 5~8 分鐘。
(2)台中車站下--->搭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3)台中車站下--->轉乘通勤電車--->大慶車站下(車行約 5 分鐘)--->出站後右
轉步行約 5~8 分鐘。
(四)台中市公車(統聯客運)：
(1)53 號、73 號、85 號於醫學大學站下車。
(2)79 號於大慶車站下車。
十六、上課地圖

中山醫學大學校區位置圖

中山醫學大學校區平面圖

上課地點:
正心樓 0211
教室

免費停車

中山醫學大學校區停車場

資訊：
請照此路
線至中山
醫學大學
停車場停
車。

☆報名表
□Ａ場：102 年 08 月 18 日(星期日)及 102 年 08 月 25 日(星期日)

課程場次 □Ｂ場：102 年 08 月 18 日(星期日)
□Ｃ場：102 年 08 月 25 日(星期日)
中文姓名

會員編號

身份証字號
（學分認證用）

□已收到□非會員
□未收到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手 機
通訊地址

會員證

用

餐

□葷 □素
□不用餐

□□□-□□

1. 此課程可選報一天或二天，課程費用如下：
(1)單獨報名每一場課程費用 NT$800 元（報名時請註名上課日期及
場次）
(2)若同時報名 A 場與 B 場，二場課程可享有 7 折優惠價 NT$1120 元

2. 研習會相關事項，請洽 04-22615022 會務工作人員詢問
。

劃撥收據請傳真至 04-22615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