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第八期傳統整復推拿技能培訓班 

宗旨：今日認證時代來臨，學習傳統整復推拿手法，對初學者或在業者，都能達到專業的肯定 ; 也
藉養身保健以達身心靈發展，進而因應社會職能條件。尤其在今疫情的肆虐期間，學會本班
培訓傳統整復員專業技術，不但可以成為家族親友之守護者，也使開業與就職之加分。歡迎
有興趣者、同業人員，ㄧ起守護今後長青大眾與長照弱者的需求。 

一、訓練方法：1.理論 2.實務演練 3.學習評量 4.測驗 

二、學習目標：培訓傳統整復員第二專長專業技術、輔導就業創業。 

三、課程大綱： 
學科課程及時數(合計 27小時，占 41%) 術科課程及時數(合計 45小時，占 59%) 
1. 傳統整復推拿概論(6小時) 
2. 經絡調理概論(12小時) 
3. 青草外用膏 DIY調製(3小時) 
4. 全息反射調理基礎學(3小時) 
5. 八綱辨證基礎學(3小時) 

1. 基礎推拿整復手法(3小時) 
2. 頭頸背上肢康復保健整復技巧(9小時) 
3. 胸腰髖下肢康復保健整復技巧(15小時) 
4. 康復保健整復手法技巧綜合應用(12小時) 
5. 術科複習(6小時) 

四、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講師 

第八期傳統整復推拿技能證照
培訓班 

每週一、四晚間課程 
2020/12/17(四)開課 
2021/4/1(四)測驗與結業 

6:30~9:30 陳秋隆 
李萬千 

五、術科李萬千講師簡介： 

2013年度「傑出整復師獎」 

2013第五屆國際保健手法與民間療法大賽「世界十傑獎」 

2013全國第一屆傑出推拿師 

2015擔任總教練，培訓選手參加國際保健手法大賽  

2016第二屆世界傳統中醫藥大會「金手指獎」 

2017國際調理保健手法技術交流大會「世界名師技術獎」 

2018中華傳統整復協會教育委員/講師 

2018台灣世界脊柱聯合總會理事/德韻調理委員會主席 

2019台灣世界脊柱聯合總會助理教授 

2019中華兩岸推拿理療技術交流大會「傑出傳藝金獎」 

2019台灣世界脊柱健康聯盟總會「傑出十大技師金獎」 

2019宮廷理筋術台灣地區特別助教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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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課程人數：每班僅招收 16名 

八、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25號 2樓之 9 

九、訓練費用：NT$12,500元 

十、 證書：成績達合格標準分數 70分以上者，繳交訓練心得報告後，由本會頒發「結業證書」及
術科測驗通過之「傳統整復推拿技能合格證書」；成績未達標準者，頒發「參訓證明」，
待留下期考試及格再核發證書。 

十一、 報名方式：郵寄、傳真、EMAIL、網站方式報名。 

十二、 聯絡資訊：電話：03-451-8585  傳真：03-433-3911  EMAIL：080@inyoung.com.tw 網站：
http：//www.kungfu.org.tw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 613號 1樓  聯絡人：鄒秘書 

十三、 繳費方式： 
(1)現金：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秘書處繳納 
(2)劃撥帳號：50062530  戶名「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3)匯款：中壢建國郵局 0281001314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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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人數不足而取消之課程不在此限)。 



第八期傳統整復推拿技能培訓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2020/12/17(四) 18：30~21：30 傳統整復推拿概論-1 陳秋隆教授 

2020/12/21(一) 18：30~21：30 十大基礎手法入門 李萬千老師 

2020/12/24(四) 18：30~21：30 傳統整復推拿概論-2 陳秋隆教授 

2020/12/28(一) 18：30~21：30 頭頸肩背整復技巧 李萬千老師 

2021/1/7(四) 18：30~21：30 經絡調理概論-1 陳秋隆教授 

2021/1/11(一) 18：30~21：30 上肢部位學習-1 李萬千老師 

2021/1/14(四) 18：30~21：30 經絡調理概論-2 陳秋隆教授 

2021/1/18(一) 18：30~21：30 上肢部位學習-2 李萬千老師 

2021/1/21(四) 18：30~21：30 經絡調理與體質辨識-1 陳秋隆教授 

2021/1/25(一) 18：30~21：30 下肢部位學習-1 李萬千老師 

2021/1/28(四) 18：30~21：30 經絡調理與體質辨識-2 陳秋隆教授 

2021/2/1(一) 18：30~21：30 經絡全息基礎學 陳秋隆教授 

2021/2/4(四) 18：30~21：30 下肢部位學習-2 李萬千老師 

2021/2/22(一) 18：30~21：30 髖部、下肢部位學習 李萬千老師 

2021/2/25(四) 18：30~21：30 刮痧拔罐基礎學 陳秋隆教授 

2021/3/4(四) 18：30~21：30 青草外用膏 DIY 調製 陳秋隆教授 

2021/3/8(一) 18：30~21：30 俯面部位綜合操練 李萬千老師 

2021/3/11(四) 18：30~21：30 腰、髖部、下肢部位學習 李萬千老師 

2021/3/15(一) 18：30~21：30 全身調理手法 李萬千老師 

2021/3/18(四) 18：30~21：30 側/仰面部位綜合操練 李萬千老師 

2021/3/22(一) 18：30~21：30 整套手法綜合練習 李萬千老師 

2021/3/25(四) 18：30~21：30 整套手法綜合練習 李萬千老師 

2021/3/29(一) 18：30~21：30 預考(學習評量) 李萬千老師 

2021/4/1(四) 18：30~21：30 預考(學習評量) 李萬千老師 

2021/4/8(四) 18：30~21：30 
測驗 

結業式 

陳秋隆教授 

李萬千老師 

 



第八期傳統整復推拿技能培訓班報名表 

開 課 單 位 社團法人中華傳統整復協會 上課日期 2020.12.17~2021.4.1 

課 程 名 稱 第八期傳統整復推拿技能培訓班 上課地點 
台北市博愛路 25 號

2 樓之 9 

講    師 陳秋隆、李萬千 

請勾選您 

目前的身分 

□第一次參加整復訓練課程      □曾參加過整復相關課程(24 小時以上) 

□已上過_______________課程，_______________單元。 

對整復技術

的了解程度 
□非常清楚 □還算了解 □普通 □不清楚 □不知道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英  文  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 絡 電 話 (手機)                       (市話)                     (傳真) 

地 址  

E - m a i l  

教 育 程 度 □博士  □碩士  □大學(專)  □高中(職)  □國中以下   

資 歷  

報名課程 

目的 

□1.個人興趣 □2.在職進修  □3.增進工作能力 □4.公司規定 □5.拓展人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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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3.護照影本。 

 □2.二吋證件照 5 張。 □4.相關簡歷證照影本。 

 填表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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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錄訓：□是 □否 

※繳費後恕不退費（人數不足而取消之課程不在此限）  ※報名表不夠使用請自行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