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自然醫學暨身心靈整合實證研討會 

會議主題 

I. Signal communication & Energetic Medicine 訊息與能量醫學 

II. Brain Sciences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腦科學與輔助醫學 

III. Mind–body Medicine 心身醫學 

IV. Body-Manipulation & Horticultural Therapy 按摩康復及園藝治療  
 

會議時間： 201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南華大學 學慧樓地下室 HB03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 號 ) 

主辦單位： 

鉅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推廣中心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暨自然療癒研究所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自然醫學學會 

實證自然醫學雜誌 

協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台灣綠色養生學會 

中華民國傳統整復傳統整復推拿師職業工會全國聯合總會 

台灣傳統整復推拿職能發展學會 

 
聯絡方式: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黃玉芬 小姐 
TEL:05-2721001 轉 2642 
E-MAIL:yfhuang@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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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目的 

    以生物醫學為主的西方醫學是現今健康照顧的主流，但仍有很多疾病是西方醫學所

面臨的挑戰。西方醫學無法滿足各類病人的需求，再者民眾對於疾病的態度也由消極治

療的觀念逐漸轉變為積極的養生保健，使得流傳於世界各地的輔助與替代醫療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簡稱 CAM)，逐漸受到重視。自然醫學的內涵

就是｢整體醫學｣，它是一種具多元包容性、人文性、和生活化的跨領域科學，它結合東、

西方預防醫學理論、互補與另類醫學、健康促進概念、生死學、生活環境規劃與宗教學

等學科，藉由生理、心理、情緒、社會和靈性的層面，針對民眾對個人健康及生活品質

的關注、民眾對正確健康資訊的訴求、資訊時代身心壓力的問題、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健

康問題等等，研究如何改善個人生活型態，進而促進國民健康，創造心靈祥和的社會。

因此特舉辦本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研究學者發表其研究成果，與相關領域之學者進行學

術交流，使與會者對身心靈整合實證醫學有所認識，以促進臺灣自然輔助療法的發展。 

二、 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 

                         地點：南華大學學慧樓地下室 HB03  

時間 議程及活動說明 地點 

8:30-9:00 報到 

南華大學學慧樓地下室
HB03 

 

9:00-9:15 開幕式(長官及貴賓致詞) 

9:15-10:30 
大會演講 (Keynote speech): 

         題目:陰陽糾纏的氣場-風水的根源 

    李嗣涔 教授 

10:30-10:45 Tea Break 

10:45-12:00 
專題演講(I) (Plenary speech) 

謝仁俊 醫師  

12:00-13:30 拍照及午膳 
貴賓:永續中心 

學員:學慧樓教室 

13:30-14:30 
專題演講(II) (Plenary speech) 
題目:催眠暗示的身心效應 

曾迎新 教授 

南華大學學慧樓地下室
HB03 

 
14:30-16:00 

 

壁報論文競

賽及評分 

(I)  從西醫到自然醫學-臨床與實務  
主持人:黃川原 醫師 海報-學慧樓廣場 

工作坊-視工作坊活動

性質而定（再行公告） (II)  傳統整復推拿工作坊 
主持人: 胡震亞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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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園藝治療工作坊 
主持人:陳秋媛 教授 

16:00-16:40 自然醫學暨身心靈整合實證研究論文成果發表 
南華大學學慧樓地下

HB03 16:40-17:40 頒獎及綜合座談 

17:40~ 閉幕/賦歸 

三、徵稿主題 

 身心靈實證研究 
 整體輔助療法 
 能量醫學 
 高齡健康福祉 
 健康促進 

 
四、 研討會報名及投稿須知：一律採個別線上報名，請勿以海報論文組別

為單位報名，每張海報至少有一位作者報名。 

 報名:9/30 截止報名(已繳費單據回傳為依據) 

1.報名費用: 500 元 (含研討會活動相關費用:工作坊、手冊及餐點等) 

2.報名系統: https://goo.gl/forms/gTRRa2VWkiObtzHH2  

   3.繳費帳號:  京城銀行民雄分行 009-220-187710   戶名:黃玉芬   

            
 投稿須知： 

1. 請先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 (9/30 前完成)，並上傳摘要 PDF 及 WORD 檔案，截止

日為 9 月 30 日。 

2. 上傳系統: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ILBGr9wOjsLU5IwDDZHPDZEuNlpbTzS5oEjxll
u1k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3. 上傳檔名請設定為「單位 + 姓名+論文題目」，若檔名無設定即視為無效稿件。 

4. 審核接受通知 : 201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 

5. 待審核接受後再以通訊告知壁報論文編號。 

I. 論文摘要格式 

(1)摘要內容中、英文皆可。  

(2)摘要題目需以粗體字表示且其英文第一個字母需為大寫。  

「論文摘要」請以電腦“Word”軟體打字（以標楷體或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為



4 
 

宜），行與行間為 single space，內容以一頁為限。請參考「論文摘要範例」。  

(3) 請提供 3~6 個關鍵詞。  

(4) 作者以中英文表示。主報告者在其姓之後附加“＃，通訊作者在其姓之後附加“＊”
號。  

(5) 論文摘要範例如附檔: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8IQLFy7yAdJU0hsclNrdjBRSlU 

 

II.  壁報論文發表 

(1) 請依下列規定製作海報： 

(2) 壁報格式：直式，116 cm (長) × 86 cm (寬)。 

(3) 壁報文字自左而右書寫，字體大小以一公尺距離可見為宜。 

(4) 壁報內容依序應包括論文題目、作者姓名、機構名稱、研究方法與目的、結果

與討論、參考文獻。 

(5) 本會將提供壁報看板，請先至報到處報到後，依壁報論文編號張貼完畢，並請

依該場展示時間結束後取下。 

(6) 發表當日請於 9:00 前將壁報張貼完畢，張貼時間為 9:00-16:00，16:00 後始得撤

下海報，於研討會結束後，尚未撤下海報者，大會保有決定撤下之權利。 

III. 評分標準 

壁報論文競賽：壁報展示總分 100 分。壁報現場解說及問題答辯佔 40 分，主題創

新性及成果貢獻佔 40 分，海報設計佔 20 分。 

IV. 評審 

由大會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每一壁報皆須排主報告者當場進

行口頭報告與問答，缺席者以零分計。 

V.  獎勵 

 論文壁報競賽：將依成績取特優 1 名，頒發獎金或禮卷 2,000 元及獎狀一紙，優等

3 名頒發獎金或禮卷 1,000 元及獎狀一紙，另取佳作 3 名頒發獎金或禮卷 500 元及

獎狀一紙，以茲鼓勵。 

註:已獲身心靈實證獎助學金補助之作者，若於本研討會論文壁報競賽獲獎，不得領取獎金或禮卷。 

五、 徵求廠商贊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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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10/6 截止報名(已繳費單據回傳為依據) 

1. 擺攤廠商: 

每個攤位酌收費用 3000 元整，含手冊內頁廣告 1 式(A4 彩色印刷一頁)、2 人報

名費及攤位設施(攤位棚帳大小:3M*3M，長條桌 3 張，椅子 3 張) 

2. 刊登廣告廠商(不擺攤): 

本研討會提供廣告印刷以置入於大會手冊內，每一頁(A4)彩色印刷 1500 元 

3.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JLT0K8QBnFUxqFY53 

4. 匯款帳號:京城銀行民雄分行 009-220-187710   戶名:黃玉芬 

 

六、其他事項:

 交通資訊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1.搭乘高鐵至嘉義站，轉搭計程車(車約 30 分鐘)；或轉乘高鐵快捷專車 BRT 至嘉義火車

站，經台鐵於大林站後站出口，轉搭本校交通接駁車。 

   2.搭乘台鐵至大林火車站，於後站出口轉乘本校交通接駁車(40 班次)，約 10 分鐘可至本

校。 

        3.學年度學期交通車接駁時刻表請參考網頁資訊：

http://general2.nhu.edu.tw/page9/super_pages.php?ID=page901 

   

  自行開車前往 (行車地圖如下) 

1.經國道一號可於大林交流道或民雄交流道下，車程約 10 分鐘至本校。 

2.經國道三號可於梅山交流道或竹崎交流道下，車程約 10 分鐘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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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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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校內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