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能醫學臨床應用春季研討會 

Functional Medicine Approach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Metabolic Syndrome 

代謝症候群的黃金健康管理策略 

一、課程介紹 

據統計，從1983年到2008年間，全球糖尿病患者增加了七倍，從三千五百萬人

暴增到兩億四千萬人，而2008年到2011年，短短三年，全球又增加了一億一千萬糖

尿病患。眾所皆知，糖尿病是許多慢性疾病惡化的開端，從初期的體重失控、糖分不

耐到後期的心血管疾病與腦血管病變甚至是癌症。這些人人聞之色變的慢性疾病，其

實最大元凶都來自日常生活的飲食當中，只是多數人無法感受到這些潛藏在生活型態

下的致命危機。 

1998世界衛生組織對從糖尿病的面向出發，將糖尿病或空腹血糖偏高或葡萄糖

耐受不良或胰島素抗性族群當中，同時合併有二個及以上的其他代謝功能異常的人，

定義為”代謝症候群”。然而在2009年，國際糖尿病聯合會、美國心肺血研究所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美國心臟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世界心臟聯合會(World Heart Federation)、國際動脈硬化學會

(International Atherosclerosis Society)、與國際肥胖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Obesity)，發表聯合聲明，決定採取2001 美國膽固醇

教育計畫NCEP ATP III定義中的五項代謝指標取三定義法，以及2005 國際糖尿病聯

合會（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定義中依照族裔別不同而調整的腰圍標

準，來診斷代謝症候群。這意味著現今公認的代謝性疾病風險並不僅限於血糖控制異

常者，更多的代謝功能狀態應該要被慎重的關注，台灣地區每2人當中就有1人符合

代謝症候群的條件，每10人當中有近7人是代謝症候群的危險名單，如何為自己與家

人、客戶及病患安排一套完整合理的代謝功能健康檢查，同時設計一套完善的健康管

理計畫來遠離”代謝症候群”的疾病威脅，是當前現代人非常重要也最關心的健康保

養課題。 

潛藏在現代飲食下的隱性危機並非不能事前預防的，功能醫學是當今國際醫學上

最受矚目的預防醫學利器。2014年9月23日，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全美四大醫學中心

之一的克里夫蘭診所(Cleveland Clinic)，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私人醫師---馬克．

海曼醫師（MarkHyman,MD），同時也是現任的美國功能醫學協會(IFM, Institute of 

Functional Medicine) 理事長，共同創立克里夫蘭醫學中心功能醫學研究機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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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克里夫蘭診所被公認為是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醫療照護系統之一，也是最好的美 

國醫療典範，克里夫蘭功能醫學研究機構的成立，是功能醫學在臨床應用上的一大突

破，該機構的所有診療模式即是以功能醫學為主要管理架構。 

如何應用功能醫學來為您的客戶規劃一套量身訂做的健康管理計畫？!本次會議

中將由中華功能醫學協會理事長歐忠儒 博士為您專題演講”潛藏於現代飲食下的健

康危機＂，從中探討代謝症候群對民眾帶來的疾病風險。同時邀請從事功能醫學臨床

應用多年的洪作行 醫師與林曉凌 醫師來實際分享如何由功能醫學檢測的判讀分析

來了解客戶的營養需求，繼而規劃有效的專屬健康管理計畫，內容精采實用，千萬不

容錯過！！ 

二、講師陣容(依演講順序排列) 

 歐忠儒 博士 

中華功能醫學協會理事長  

瀚仕功能醫學研究中心創辦人 

英國肯邦大學醫學博士 

美國自然醫學醫師 

美國環宇大學教授 

臺灣長庚大學助理教授 

瀚仕功能醫學抗衰老中心創辦人 

瑞士 Paul Niehans Laboratory Specialist 

美國 Genova Diagnostics大中華地區總監 

德國 Labor Diagnostika大中華地區總監 

 許冠宗 臨床醫學碩士 

瀚仕功能醫學研究中心總經理 

瀚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執行長 

中華功能醫學協會理事 

美國自然醫學會認證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核子醫學科 技術組長 

邱內科核子醫學部臨床檢驗中心 技術主任 

居禮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處 處長 

 陳奕綺 營養師 

中華功能醫學協會顧問營養師  

瀚仕功能醫學研究中心總營養師 

瀚仕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學術總監 



 

 林曉凌 醫師  

瀚仕診所院長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 

美國功能醫學院會員醫師 

中華功能醫學協會顧問講師 

 洪作行 醫師 

現任合健診所院長 

現任麗星診所主治醫師 

現任上海臻景醫療功能醫學醫療長 

曾任合康健診中心醫務長及功能醫學醫師 

曾任北京306醫院永悅國際功能醫學暨抗衰老中心首席主任醫師 

曾任民生承安診所神經內科醫師及功能醫學醫師 

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神經內科兼任主治醫師 

三、辦理單位(各大醫學會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主辦：中華功能醫學協會Chinese Functional Medicine Association 

 協辦：瀚仕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策劃：中華功能醫學研究機構 
  

四、會議日期 

2015年3月28日（週六）09:00-17:00 

五、會議地點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4 F 貴賓廳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0號) 

六、會議費用(含午餐費用) 

 協會會員(含贊助會員)憑證免費 

 非會員每人新台幣1500元(含入會費／常年會費／當日午餐／講義費) 

 協辦單位會員以每人新台幣500元優惠 



 

七、報名單位及聯絡處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或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詳填報名資料後連同繳費證明依下列方式辦理報名 

1. 傳真：02-2501-5698 

2. E-mail：中華功能醫學協會- tienwang@redoxfm.com  

瀚仕生醫科技(股)公司- selinaliu@redoxfm.com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洽 02-2501-5598 #12、13、15、19、26 

 匯款事項(專題系列講座報名費)： 

1. 匯款帳號：台北富邦銀行農安分行 2211 0201 9705 

匯款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功能醫學協會 

(附言欄請填寫報名者姓名，ATM 轉帳請來電告知) 

2. 報名費退費標準： 

講座舉辦日 14 天(含)前取消報名者，全額退費 

講座舉辦日 8~13 天(含)前取消報名者，扣取報名費 30%為手續費 

講座舉辦日 1~7 天(含)前取消報名者，扣取報名費 50%為手續費 

講座舉辦日當天取消報名者，扣取報名費 100%為手續費 

 聯絡處： 

1. 中華功能醫學協會  

聯繫人：汪立典 常務理事 

電話：02-2501-5071      傳真：02-2501-5698   

E-mail：tienwang@redoxfm.com 

2. 瀚仕生醫科技(股)公司  

聯繫人：劉瀞韓 小姐 

      電話：02-2501-5598 #19  傳真：02-2501-5698   

E-mail：selinaliu@redoxfm.com 

mailto:E-mail：中華功能醫學協會-%20tienwang@redoxfm.com
mailto:selinaliu@redoxfm.com


 

 

課程表 

日期 主題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主講人 

3/28 

(六) 

代 

謝 

症 

候 

群 

的 

黃 

金 

健 
康 
管 

理 

策 

略 

083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現場領取講義及簽到 

 

0900-0905 
來賓致詞 

Honorable guest speeches 

致歡迎詞 

Opening speeches 

中華功能醫學協會 

歐忠儒 理事長 

0905-1010 

潛藏現代飲食下的健康危機 

The truth about Metabolic 

Syndrome 

1. 認識代謝症候群 

2. 代謝功能障礙因子 

3. 代謝功能異常與慢性疾病 

中華功能醫學協會 

歐忠儒 理事長 

1010-1030 
茶點 

Tea Break 
 

 

1030-1115 

揭開代謝障礙危機的功能醫

學評估 

FunctionalMedicine 

Assessments 

代謝症候群的功能醫學評估： 

1. 心血管代謝功能健康分析 

2. 血糖代謝功能評估 

3. 氧化壓力與抗氧化能力評估 

瀚仕功能醫學研究中心 

許冠宗 總經裡 

1115-1200 
終結代謝失衡的營養解方 

Nutrient is Medicine 

1. 遠離代謝症候群的飲食與生活策

略 

2. 提升代謝功能的功醫營養處方 

瀚仕功能醫學研究中心 

陳奕綺 營養師 

1200-1330 
午餐 

Lunch 
  

1330-1450 

功能醫學實戰解析(一) 

Applying Functional Medicine  

in Metabolic Syndrome I 

1. 代謝症候群檢測的健康管理分析 

2. 代謝症候群的介入演練與說明 

瀚仕診所院長 

林曉凌 醫師 

1450-1510 
茶點 

Tea Break 
  

1510-1630 

功能醫學實戰解析(二) 

Applying Functional Medicine  

in Metabolic Syndrome II 

1. 代謝症候群檢測的健康管理分析 

2. 代謝症候群的介入演練與說明 

合健診所院長 

洪作行 醫師 

1630-1700 
學術交流 

Q&A 
 

 

1700 
散會 

Meeting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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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詳填資料後連同繳費證明傳依下列方式辦理報名： 

1. 傳真：02-2501-5698    

2. E-mail：中華功能醫學協會- tienwang@redoxfm.com  

瀚仕生醫科技(股)公司- selinaliu@redoxfm.com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洽：02-2501-5598 #12、13、15、19、26 

 會議費用(含午餐費用)： 

協會會員(含贊助會員)憑證免費 ; 非會員每人新台幣1500元(含入會費／常年會費／

當日午餐／講義費) ; 協辦單位會員以每人新台幣500元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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