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疼痛專題】跨領域疼痛處置研討會 

 

 

 

 

 

 

 

【課程簡介】 

  疼痛，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是因為疾病所引起的「症狀」，除了找出並治療病因，亦會搭配針劑或

藥物以控制疼痛。然而，臨床上卻有不少個案在疾病痊癒之後，疼痛依然存在，可能持續幾個月，甚

至數年之久，成為揮之不去的擾人「疾病」。 

    現階段許多聚焦在處理這類長期疼痛的研究日益多元，不論中西醫，在臨床上都同步發展出不同

型態的介入觀點與策略，為了深入探討疼痛處理的實務應用，藍海學苑特地邀請到『肌筋膜疼痛權威 

洪章仁教授』，為我們介紹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發現與研究進展，並邀請『肌能系貼紮技術創始人 Dr. 

Kenzo Kase』，從表皮、真皮與淺層筋膜 EDF™貼紮的概念切入，帶來貼紮應用於疼痛處理的最新

趨勢；同時，也邀請到專精於透過影像導引解決疼痛問題的『台灣疼痛醫學會 唐宗詠副秘書長』，

說明介入性疼痛治療針對下背痛族群之應用。 

    而『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周立偉主任』將以肌筋膜疼痛症的針刺療法為大家開啟下午的

精彩課程；此外，擅長再生注射治療的『台灣增生療法醫學會常務理事 尤稚凱醫師』將與大家分享

增生療法於疼痛處置之進展及實務經驗；最後，『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中醫科 王朝慶醫師』將以中醫

的觀點切入，帶出針灸於筋膜治療之臨床應用。本研討會適合醫師、中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運動及健康產業人員等專業人員，透過本課程將可習得更多疼痛處置之應用與面向，協助慢性疼

痛患者重拾美好的無痛生活！ 

課程特點： 

1. 有別於以往疼痛控制之概念及處理方式，將帶給學員疼痛治療新趨勢。 

2. 跨領域學習疼痛處置之臨床應用，涵蓋西醫、中醫之多元介入觀點與治療對策。 

3. 由各領域專精之臨床專家授課，主題內容安排以理論與實務應用並重。 

 

【上課時間與地點】 

2019 年 11 月 17 日(日)  08:50-17:20 

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院區 福音樓九樓大禮堂 

 

 



【學分認證】  

台灣復健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 4 點 

台灣疼痛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 6 分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繼續教育時數申請中 

※以上各專業實際積分點數將依各認證單位回函即時更新於課程官網上。 

【課程表】 
 

時程 課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引言 
疼痛處置的觀點與進展 

Aspects and Development of Pain Management 

鄭悅承 執行長 

CEO, Yueh-Chen Cheng 

0850~0920 

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發現與研究進展 

Finding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Myofascial Pain 

Syndrome 

洪章仁 教授 

Dr. Chang-Zern Hong 

0920～1020 

表皮、真皮與淺層筋膜 EDF™貼紮的生理效應及對疼痛的作用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EDF™ (Epidermis, Dermis and Fascia) 

Taping in Pain Management 

加瀨建造 會長 

Dr. Kenzo Kase 

1020～1050 
肌筋膜大師對談 

Penal Discussion 

洪章仁 教授 
Dr. Chang-Zern Hong 
加瀨建造 會長 
Dr. Kenzo Kase 

周立偉 主任 
Dr. Li-Wei Chou 

1050~ 1100 休息 

1100~ 1200 
下背痛之介入性疼痛治療 

Interventional Pain Management for Low Back Pain 

唐宗詠 醫師 

Dr. Tsung-Yung Tang 

1200~ 1300 午餐（需自理） 

1300~ 1430 
肌筋膜疼痛症之針刺療法 

Needling Therapy for Myofascial Pain Syndrome 

周立偉 主任 

Dr. Li-Wei Chou 

1430~ 1440 休息 

1440~ 1610 
再生注射治療於疼痛處置之應用 

Regenerative Injection Therapy in Pain Management 

尤稚凱 醫師 

Dr. Chi-Kai You 

1610~ 1620 休息 

1620 ~1720 
談筋膜，論針灸 

Relationship of Fascia and Acupuncture 

王朝慶 醫師 

Dr. Chao-Ching Wang 



【講師簡介】（依照講演順序） 

鄭悅承 執行長 

 

 

 

 

 

 

 

 

 

 

・藍海曙光集團 執行長 

・臺灣肌能系貼紮學會 理事長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CKTI)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教練及裁判講習講師 

・軟組織貼紮技術 主編 

・國立成功大學復健醫學系 學士 

洪章仁 教授 

 

 

 

 

・台灣肌痛學會理事長 

・美國加州大學復健科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復健科 教授兼主任 

  兼物理治療學系 主任 

・成大醫院復健醫學部 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復健科 教授兼主任 

・弘光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長庚醫院嘉義院區復健科 顧問教授 

・台南市開元寺附設慈愛醫院 復健科專任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學士 

 

加瀨建造 會長 Dr. Kenzo Kase 

 

 

 

 

 

 

 

 

 

・Kinesio Tex 創始人 

・President of Kinesio Taping Association 

・1974 年 畢業於脊椎矯正大學 

・1975 年 在新墨西哥州開設臨床診所 

・1975 年 任新墨西哥醫學大學客座講師 

・1979 年 在東京開設臨床診所 

・1982 年 發明 Kinesio Taping Method 

・1988 年 發明冷凍療法(Cryotherapy) 

・1990 年 發明 Slacking Therapy 

・2002 年 發明 Muscle Unit Training 

・2003 年 創設 The School of Kase Medical Training 

・2012 年 發明有指紋紋路的 Kinesio Tex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5%A4%A7%E9%86%AB%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8%E5%85%89%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5%BA%9A%E9%86%AB%E9%99%A2


 

 

唐宗詠 副秘書長 

 

 

 

 

 

 

 

 

 

 

 

現任： 

・台灣疼痛醫學會 16 屆副秘書長 

・馬偕紀念醫院 麻醉暨疼痛科 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 學士 

 

經歷： 

・世界疼痛醫學會(WIP) 介入性疼痛治療院士 (FIPP) 

・歐洲疼痛醫學專業認證 (EDPM-ESRA) 

・歐洲區域阻斷麻醉及急性疼痛專業認證 (EDRA) 

・美國 ASRA疼痛及肌骨超音波專業認證 (ASRA-PMUC) 

・美國肌肉骨骼超音波專業認證 (RMSK) 

・世界疼痛超音波醫學會(WAPMU) Taiwan Chapter講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外科部 住院醫師 2010-2013 

・臺中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住院醫師 2013-2017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麻醉科 主治醫師 2017-2019 

 

 

 

周立偉 主任 

 

 

 

 

 

 

 

 

 

 

現任：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系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 復健科主任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復健科主任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學士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醫務科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醫務科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暨復健科學碩士班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國際整合醫學中心 主任 

 

 



 

尤稚凱 醫師 

 

 

 

 

 

 

 

 

 

 

現任： 

・美國骨科醫學會(AAOM)再生注射治療及超音波指導教師 

・香港肌骨醫學會(HKIMM)再生注射治療及超音波指導教師 

・台灣增生療法醫學會(TAPRM)常務理事及講師 

・台北榮總復健部增生療法特別門診主治醫師 

・菁英診所再生注射治療門診主治醫師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西醫學系 學士 

 

 

經歷： 

・Dr John Lyftogt 神經增生療法訓練(neural prolotherapy)  

  Master Class 

・NKT Founder David Weinstock 

・NeuroKinetic Therapy Level 3 

・Dr Thomas Clark 美國肌肉骨骼及神經超音波訓練  

  MSKUS master class 

王朝慶 醫師 

 

 

 

 

 

 

 

 

現任：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中醫科 醫師 

・中華針灸醫學會課程講師 

・台灣肌痛醫學會課程講師 

・臺中中醫師公會課程講師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 學士 

經歷： 

・解剖列車第三版中文譯者 

【報名費用】 

 每位學員原價 3,500 元。費用含講義、不提供午餐。 

 早鳥專案：2019 年 11 月 3 日前完成報名優惠每人 2,600 元。 

 早鳥團報專案：2019 年 11 月 3 日前，三人以上同行每人 2,300 元。（使用早鳥團報專案，請發

起人留意團體報名程序進行報名） 

 全程參與研習者，將於會後 Email 寄發精美研習證明電子檔。 

    (如需紙本研習證明，需額外支付費用，請至學苑官網依研習證明申請辦法提出) 

 中醫師學分申請費用另計 250 元。 

  

https://www.hnl.com.tw/articles.php?certificate_reissue


【報名方式】 

1. 請連結至藍海學苑進行報名：https://goo.gl/nTEXfV 

2. 於報名方案中，選擇您想要的報名方式： 

個人報名方案：放入選課單即可結帳，完成報名。 

團體報名方案：放入選課單，需填寫同團夥伴的 Email 及相關資訊，確認後即可結帳完成報名。 

(備註)選擇【團體報名】方案者，團報發起人需完成所有報名者之付款，並請備妥團報成員之相關資料：身分證字

號、Email、姓名、手機、服務單位、職稱、飲食偏好、執業類別、發票形式(二/三聯) 

3. 若您初次進入網站，須先進行帳號的申請，申請完成後須至 Email 收取驗證信件，依上方步驟

通過驗證，即可開始使用網站功能並進行報名。 

4. 有任何問題，請洽(02)27035353 藍海學苑。 

5. 為維護上課品質，請勿攜伴旁聽或帶兒童進入教室，課程現場僅限報名者本人入場。請勿攜帶飲

料、食物進入教室，現場有提供飲水，請自備環保水杯。 

6. 本課程不開放錄影、錄音及直播。 

 

【課程取消與退費規則說明】 

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與課程者，請參閱下列相關說明。若您同意以下條款，再開始進行報名。報名完

畢後，代表您已閱畢本退費規則並同意以下條款。 

《個人報名者》 

1. 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餘額。 

2. 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0 日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 80%餘額。 

3. 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實際開課日提出退費申請者，恕不退還。 

4. 可接受名額轉讓，但最遲須於課程前兩天提供轉讓資料。 

《團體報名者》 

1. 若因取消導致未達專案人數，整團即改以符合該人數條件之價格，「退還費用金額」為扣除所有

人之團報費用之餘額，並將依退費規則進行實際費用退款。(如：三人以早鳥團報價完成報名後，

其中一人欲申請取消退費，「退還費用金額」為 10,500-5,000x2=500 元。並以 500 元，扣除手

續費後，視申請日期依比例退還) 

2. 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餘額。 

3. 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0 日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 80%餘額。 

4. 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實際開課日提出退費申請者，恕不退還。 

5. 可接受名額轉讓，但最遲須於課程前兩天提供轉讓資料。 

 

https://goo.gl/nTEXfV


【主辦單位／相關網站】 

藍海學苑  

官方網頁：https://www.hnl.com.tw/academy.php 

馬偕紀念醫院 物理治療技術科 

官方網頁：http://www.mmh.org.tw/taitam/rehea/index2.html 

社團法人臺灣肌能系貼紮學會 (KTAT) 

官方網頁：https://www.hnl.com.tw/kinesiotaiwan 

臉書專頁：http://www.facebook.com/ktatjc 

 

【協辦單位／相關網站】 

台灣復健醫學會 

台灣疼痛醫學會 

台灣增生療法醫學會 

台灣肌痛學會 

 

【交通資訊】 

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院區 福音樓九樓大禮堂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號福音樓 9樓 

http://www.mmh.org.tw/info-traffic-taipei.asp 

--搭乘捷運紅線(R)：搭到雙連站下車，2號出口出站，朝著中山北路的方向步行約 3分鐘即可看到馬偕紀念

醫院。 

--搭乘台北公車： 

  搭乘 26 / 40 / 218 / 220 / 221 / 227 / 247 / 260 / 261 / 287 / 310 / 636 / 638 / 659 到國賓飯店站 

  搭乘 42 / 46 / 226 / 290 / 518 /紅 33 到馬偕醫院站 

  

 

https://www.hnl.com.tw/academy.php
http://www.mmh.org.tw/taitam/rehea/index2.html
https://www.hnl.com.tw/kinesiotaiwan
http://www.facebook.com/ktatjc
http://www.mmh.org.tw/info-traffic-taipei.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