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整合之運動醫學工作坊
一、課程概要:
運動醫學為中醫傷科之重要科目。本課程從中西醫整合應用的角度出發，針對運動醫學
相關的中西醫診斷、手法運用結合運動傷害治療、疲勞恢復等議題作深入的探討。本課
程特別邀請四川省骨科醫院運動醫學專家，同時也是奧運中國代表隊隊醫戴國鋼醫師來
台分享運動傷害診治的相關經驗，是您不可錯過的課程。
二、主辦單位：壢新醫院運動醫學中心、中醫科、運動醫學科
三、協辦單位：桃園市中醫師公會、中華黃庭醫學會、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四、日
期 : 104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
五、地
點：壢新醫院門診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
六、研討會講師及課程內容：請參考附件一
七、參加對象 : 本課程適合對運動傷害領域有興趣之中西醫師、物理治療師、運動傷害防
護員、各單項運動教練、運動健身教練、運動整復人員及體育相關系所學生及從業人員
等參加。
八、報名方式與費用：
1. 預計受理報名 100 人。
2. 採網路報名 http://goo.gl/forms/5xYTNyTkIR，或以 e-mail、傳真將報名表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前傳至本院。
E-mail：3700@landseed.com.tw(課程報名專用)
傳真：(03)264-1213(為確保權益，請於傳真後致電 03-494-1234#2941 確認)
本院確認您的報名表資訊無誤並為限額內之報名人員，將以 E-mail 寄發確認信
函，若報名後三天內未收到通知信函請致電至本院 03-494-1234#2941 確認。
3. 課程費用:
(1)報名費：2200 元，學生:1000 元
(2)早鳥價：1600 元(104 年 10 月 15 日前報名可享早鳥價)
(3)請以 ATM 轉帳方式繳交報名費。
帳號 : 元大銀行平鎮分行 銀行代號(806) 帳號：00091210373711
4. 退費辦法 : 若於繳費後，因故不克前來者，應於開課前 7 天(10/30)前辦理申請
退費事宜，即可申請退回原報名費，酌收 100 元手續費，否則恕無退費。
5. 如報名人數不足或遇不可抗力因素，開課單位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於開課前三日
內公告於本次課程網站，並將退還全部課程費用給已報名者。
6. 活動諮詢窗口：(03)494-1234#2941 壢新醫院運動醫學中心 林小姐
九、本課程如有其他變更或調整事宜，將以本院網站-壢新快報-資訊為主。
十、本課程申請檢定合格運動傷害防護再教育時數、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繼續教育積分認
證中。
十一、 交通資訊-上課地點:壢新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門診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
廳(交通路線及乘車資訊請參考附件三)

附件一

中西醫整合之運動醫學工作坊課程表
主 題

時 間

日期：104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
主題

08:00~08:30

學 員 報 到

08:30-08:40

開幕式

主講人

主持人

08:40~09:10

國際運動醫學發展之新趨勢

林頌凱主任

陳宗政主任

09:10~09:55

中西醫整合模式運用於運動傷害防治

戴國鋼主任

陳宗政主任

09:55~10:15

Coffee Break

10:15~11:00

中西醫整合模式於國際賽事實務經驗

王凱平醫師

陳宗政主任

11:00~11:45

中醫藥於抗運動疲勞之應用

戴國鋼主任

陳宗政主任

11:45~13:00

午

餐

13:00~13:45

運動員腰膝疾患之針傷手法

許慈醫師

林頌凱主任

13:45~14:30

中西醫防治於運動員脊椎傷害之應用

戴國鋼主任

林頌凱主任

14:30~14:50

Coffee Break

14:50~15:35

核心訓練應用於腰部傷害之傷科處置

巫漢揆醫師

林頌凱主任

15:35~16:20

核心訓練與腰部傷害復健

林振綱物理治療師

林頌凱主任

16:20~

賦

歸

講師簡介：
林頌凱主任
學經歷
壢新醫院運動醫學中心副主任
壢新醫院運動醫學科主任
壢新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醫學委員會委員
中華奧會醫學委員會委員暨副秘書長
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員訓練中心特約醫師
職棒 Lamigo 桃猿隊醫療團隊召集人
奧運、亞運及其他多項國際賽事中華台北代表隊隊醫
2016 里約奧運桌球項目運科小組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傷害早期防護及禁藥校園巡迴講座專案計劃特聘醫師
商業周刊推薦之百大良醫
戴國鋼主任
學經歷
四川省骨科醫院肩頸腰腿痛二科 主任
四川省中醫藥學會運動醫療專業委員會委員
四川省棒壘曲運管理中心特約醫師
2004、2008 奧運中國女子曲棍球隊隨隊醫師
2013 年四川醫療衛生系統先進個人
王凱平醫師
學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雙主修醫學系畢業
壢新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壢新醫院運動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員訓練中心特約醫師
國立體育大學保健中心特約醫師
職棒 Lamigo 桃猿隊醫療團隊主治醫師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傷害早期防護及禁藥校園巡迴講座專案計劃特聘醫師
2013 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中華代表隊隊醫
2014 亞運中華代表隊隊醫
許慈醫師
學經歷
台灣大學學士
中醫師特考合格中醫師
壢新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壢新醫院運動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職棒 Lamigo 桃猿隊醫療團隊主治醫師
中華中醫典籍學會講師

講師簡介：
巫漢揆醫師
學經歷
長庚大學中醫系雙主修醫學系畢業
長庚大學傳統中醫學碩士
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博士班
壢新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林振綱 物理治療師
學經歷
壢新醫院復健治療科 物理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所 碩士
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員訓練中心 物理治療師
中華台北跆拳道代表隊隨隊物理治療師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傷害早期防護及禁藥校園巡迴講座專案計劃特聘物理治療師

附件二

中西醫整合之運動醫學工作坊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O)：
電子信箱

□男

□女

(手機)：
餐點需求 □葷食

□素食

通訊地址
帳號後五碼
1.預計受理報名 100 人。
2.自即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截止。參加者請一律透過網路報名
http://goo.gl/forms/5xYTNyTkIR，或以 e-mail、傳真將報名表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前
傳至本院。
E-mail：3700@landseed.com.tw(課程報名專用)
傳真：(03)264-1213(為確保權益，請於傳真後致電 03-494-1234#2941 確認)
本院確認您的報名表資訊無誤並為限額內之報名人員，將以 E-mail 寄發確認信函，若報
名後三天內未收到通知信函請致電至本院 03-494-1234#2941 確認。
3.請逕寄到信箱(mushanlin419@gmail.com)，於收到報名表確認報名成功後會以電話通
知。請於確認報名成功後兩日內繳納報名費。
4.課程費用：本次課程報名費 2200 元，學生 1000 元，104 年 10 月 15 日前報名可享早鳥
價 1600 元)。請以 ATM 轉帳方式繳交報名費。
⓪ 帳號：元大銀行平鎮分行 銀行代號(806) 帳號：00091210373711
5.退費辦法：若於繳費後，因故不克前來者，應於開課前七日前辦理申請退費事宜，即
可申請退回原報名費，酌收 100 元手續費；否則恕無退費。
6.如報名人數不足(低於 10 人)或遇不可抗力之因素，開課單位保留取消課程之權利。
7.活動諮詢窗口：(03)494-1234#2941 壢新醫院 運動醫學中心 林小姐

附件三:交通資訊
(或至壢新醫院官網查詢交通路線及乘車訊息)
上課地點:壢新醫院(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 77 號門診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
自行開車：
中山高

中山高北上/南下方向可於新屋/平鎮交流道下(至本院約 5 分鐘)

北二高

國道 3/66 快速道路/中豐路交流道出口匝道下(至本院約 10 分鐘)

交通方式
醫療服務車：火車站線(每日 28 班次)、士校、龍岡線(每日 7 班次)、山仔頂、龍潭線(每日 4 班
次)
火

車：搭火車請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再轉乘醫療巡迴服務車
客

運：

桃園客運(龜山往楊梅班車) → 宋屋國小站牌下車
新竹客運(往楊梅、新竹班車) → 宋屋國小站牌下車
中壢客運(往楊梅、新竹班車) → 宋屋國小站牌下車
台北客運(板橋往楊梅班車) → 宋屋國小站牌下車
國光客運 (台北-中壢) → 請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再轉乘醫療巡迴服務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