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面臨經濟復甦前，一般成年人的身心會顯現焦躁不安，緊張情緒不知覺的血壓上升，造成許多中風高危險
群及一般社會人士飲食作息失常造成膽固醇、血脂肪、三酸甘油脂代謝不良；另有些家庭因中風家屬出院後，
在康復黃金期，不知如何保健，造成病期延長，拖累全家經濟狀況。本班將培訓傳統整復員專業技術，結業後
輔導成立個人傳統整復工作室、接受人力派遣服務民眾、預防保健預約服務及整復師中風康復到府服務業務，

每班課訓後將由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頒發結業證書，歡迎各位同道先進踴躍報名！！
一、 訓練方法：1.講述法 2.實務演練 3.學習評量 4.測驗。
二、 學習目標：培訓學員康復保健整復師第二專長專業技術、輔導就職創業。
三、 課程大綱：
學科課程及時數：

術科課程及時數：

（合計 36 小時，占 37.5％）

（合計 60 小時，占 62.5％）

1.傳統整復基礎理論（6 小時）

1.基礎推拿整復手法（6 小時）

2.經絡醫學基礎理論（12 小時）

2.頭、頸、肩、臂、手康復保健整復技巧（12 小時）

3.經絡醫學應用（12 小時）

3.胸、背、腰、髖、下肢康復保健整復技巧（12 小時）

4.全息反射療法基礎學（6 小時）

4.康復保健整復手法技術綜合應用（12 小時）
5.臨床實習結業術科測驗（18 小時）

四、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1.

康復保健整復師
專業培訓班

日期
時間
地點
8/15、8/22、8/29、9/5、
9/12、9/19、10/17、10/24、
10/31、11/7、11/14、11/21、 09:00-16:00 萬能科技大學
11/28、12/5、12/12、12/19
（每週六）

講師

陳秋隆、
曾東紅

五、 授課對象：經核定通過並對康復保健整復技術有興趣之民眾。
六、 課程人數：每班僅招收 30 名，額滿即不再受理。
七、 上課地點：中壢市萬能路 1 號(萬能科技大學 HB05 教室)。
八、 訓練費用：12,500 元
九、 證書：成績達合格標準分數 70 分以上者，繳交教育訓練調查表及心得報告後，由社團法人中華
傳統整復協會頒發結訓證書及本會測驗通過之技能合格證書；成績未達 70 分者，繳交教育訓練
調查表及心得報告後，由本會頒發參訓證明。
十、 報名方式：郵寄、傳真、mail 方式報名。
★★聯絡資訊
(1)電話：03-451-8585

(2)傳真：03-433-3911

(3)聯絡人：鄒秘書

(4)e-mail：080@inyoung.com.tw

(5)網站：http://www.kungfu.org.tw

(6)地址：中壢市新生路613號1樓

★★繳費方式：(1) 現金 (2)劃撥 (3)匯款
(1)現金：中華傳統整復協會秘書處繳納
(2)劃撥：劃撥帳號：50062530(戶名: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3)匯款：郵局帳號：02810013145724 (中壢建國郵局 戶名：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注意事項：
(1)劃撥或匯款後，請將報名表連同劃撥單、匯款單一併傳真至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2)參訓費用在收到繳費通知後三天內，全部繳清。
(3)參加者一經繳費後，恕不退費，敬請見諒(惟人數不足而取消之課程不在此限)。

交通資訊：
(1)自行開車者：
【北上】經中山高速公路內壢第二交流道，過陸橋後內壢交流道大園出口編號 57A(請通
過中壢出口處後約 30 公尺，由大園出口方向行駛出交流道。請勿從第一出口
行駛出交流道)，依大園方向指標走約 500 公尺。
【南下】經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開車至 56 公里內壢交流道大園出口，依往大園方向指
標走約 500 公尺。
【後校門】新生路往大園方向過高速公路高架橋後，右轉永清街即可達後校區。
(2)客運：台北搭乘國光客運往中壢（經中山高）班車，南下 56 公里處下交流道後，於
第一站桃圳橋站下車，沿中園路左轉跨越中山高速公路高架橋約 5 分鐘路程。

第二十六期康復保健整復專業培訓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備註

2020/8/15(六)

09：00~16：00 傳統整復基礎理論

陳秋隆

助教：陳勇陵

2020/8/22(六)

09：00~16：00 經絡修打功法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8/29(六)

09：00~16：00 十二經絡基礎理論

陳秋隆

助教：陳勇陵

2020/9/5(六)

09：00~16：00 基礎整復手法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9/12(六)

09：00~16：00

頭、頸、肩、臂、手
康復保健整復技巧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9/19(六)

09：00~16：00 經絡調理與體質辨識

陳秋隆

助教：陳勇陵

2020/10/17(六) 09：00~16：00 頭、頸、肩、臂、手
康復保健整復技巧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10/24(六) 09：00~16：00 胸、背、腰、髖、下肢
康復保健整復技巧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10/31(六) 09：00~16：00 經絡全息基礎學

陳秋隆

助教：陳勇陵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11/14(六) 09：00~16：00 八綱辨證診斷基礎學

陳秋隆

助教：陳勇陵

2020/11/21(六) 09：00~16：00 康復保健整復手法技術
綜合應用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11/28(六) 09：00~16：00 康復保健整復手法技術
綜合應用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12/5(六)

陳秋隆

助教：陳勇陵

2020/12/12(六) 09：00~16：00 康復保健整復手法技術
綜合練習

曾東紅

助教：陳勇陵

2020/12/19(六) 09：00~16：00 綜合實習結業術科測驗

陳秋隆

助教：陳勇陵

2020/11/7(六)

09：00~16：00

胸、背、腰、髖、下肢
康復保健整復技巧

09：00~16：00 青草外用膏 DIY 調製

第二十六期康復保健整復專業培訓班報名表
開課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上課日期

109.8.15~109.12.19

課程名稱

康復保健整復師專業培訓班

上課地點

萬能科技大學

講

師 陳秋隆、曾東紅

□曾參加過整復相關課程(24 小時以上)
請勾選您 □第一次參加整復訓練課程
目前的身分 □已上過_______________課程，_______________單元。
對整復技術 □非常清楚 □還算了解 □普通 □不清楚 □不知道
的了解程度
姓

名

英

文 名

性

出生年月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聯 絡 電 話 (手機)
地

別

(市話)

(傳真)

址

E - m a i l
教 育 程 度 □博士

資

□碩士

□大學(專)

□高中(職)

□國中以下

歷

報名課程
目的

□1.個人興趣 □2.在職進修
□6.其他，請說明：

期待成效

□1.增進個人知識 □2.提昇工作能力 □3.解決職場問題 □4.拓展人際網絡
□5.其他，請說明：

如何得知
課程訊息

□1.網路或 EDM □2.海報或 DM □3.電視/廣播廣告 □4.報章雜誌
□5.主管、同事、朋友 □6.其他，請說明：

繳交資料：

□3.增進工作能力 □4.公司規定 □5.拓展人際網絡

□1.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2.二吋證件照 5 張。

□3.護照影本。
□4.相關簡歷證照影本。
填表日：

年

月

※請填妥報名表後，e-mail、傳真或郵寄至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e-mail：080@inyoung.com.tw 傳真：(03)433-3911 地址：中壢市新生路 613 號 1 樓
※請於報名後來電確認，聯絡人：鄒秘書
電話：03-451-8585
※收費金額：NT$12,500 元

繳費方式：

※繳費後恕不退費（人數不足而取消之課程不在此限）

是否錄訓：□是 □否
※報名表不夠使用請自行影印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