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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會乙次。

Onsen秘書報告，下週三台

中家商扶少團交接，主委Alumi

邀請各位社友撥冗參加。

Onsen秘書報告，上星期感

謝Alumi IPP舉辦首發家庭懇

談會，7-9月要舉辦的社友，請

趕快報名。

例會結束後舉行Star會議，

邀請Lawyer PP分享『提升扶

輪公共形象』。

上週民國106年九月十九日

第1194次例會，邀請林國

偉 博士作「從脊骨神經醫學談

脊椎保健」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首

先歡迎今天的講師林國偉博士

賢伉儷及顧問翁先生、美國交

換學生 廖文琪、墨西哥交換學

生 陳美佳、周鴻仁先生及美麗

的社友夫人。

Catia社長報告，上週舉辦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圓滿完成，

今天第1195次例會 2017民國一○六年 九 月 廿六 日 【第二十三卷．第 十 一期】

節目

總監也很高興，感謝大家的配

合。

Catia社長報告，10月22日

地區在都會公園舉辦植樹活動

，有反毒遊行及健走，要麻煩

登山隊隊長Art動員隊友一同參

加健走。希望社友偕夫人、小

扶輪一起出席。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二例會，邀請暢思諮詢有限

公司總經理 孫旭群 PhD博士

演講『企業的創新與思考』，

請社友踴躍出席。

Onsen秘書報告，10月3日

我們舉辦慶生會暨中秋女賓夕

、金榜題名，地點在清新溫泉

會館(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2號)

，歡迎社友偕夫人、小扶輪踴

躍參加。

Onsen秘書報告，10月10

日(二)因逢國慶日連續假期，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講題：企業的創新與思考       主講人：孫旭群 PhD先生博士

(暢思諮詢有限公司 總經理)



第1194次例會

上週民國106年九月十九日第

1194次例會，邀請林國偉 

博士作「從脊骨神經醫學談脊椎

保健」專題演講。

Star介紹林國偉博士，林博

士學經歷都相當的豐富，他是美

國Palmer脊骨神經醫學博士，現

任愛豐健康概念館館長。

現代人的毛病最常發生就是

腰酸背痛，因為久坐電腦前及滑

手機，姿勢又不正確，不是頸椎

出問題就是腰椎出問題，所以說

預防保健重於治療，今天特別邀

請林博士以他研究的理論切入如

何做保健及保養操。

林國偉博士首先分享一段影

片，左邊是自在健康的生活，右

邊是疾病相伴生活，然後問大家

想追求的生活是是哪一種？相信

大家一定都選擇左邊的生活模式

與品質。

林博士認為一個有品質的生

活，不只要有良好的親情愛情友

情鏈結，也要有良好的健康生活

。一個良好的健康生活，包含健

康的心理、飲食與作息，也包含

健康的脊椎。一個好好生活的人

，也會嘗試擁有健康的脊椎。

林博士說，在帕瑪脊骨神經

醫學院非常重視脊骨神經醫學的

原則「藉由不吃藥、不打針、不

林國偉 博士

從脊骨神經醫學談脊椎保健

手術的方式去加強身體的自癒能

力。」因本身被這門醫學吸引的

是它們對身體結構、神經生理的

看重和研究。利用不同方式的矯

正和訓練，加強身體的排列和使

用效率。林博士在2011年參加

了職業高爾夫球訓練組織(TPI)

的研討會，通過考試且拿到證照

；這個訓練組織成功的利用了脊

骨神經醫學的專業，了解並且幫

忙選手們表現更好，也因為降低

運動傷害進而延長了他們的職業

生涯。

畢業後，他到了西雅圖，也

因為喜歡跳舞，進入了西雅圖舞

蹈醫學的團隊；這個團隊結合了

不同專業領域，例如骨科、 外

科、復健科及脊骨神經醫學，共

同合作且幫助舞者了解身體使用

及預防職業傷害。在山景脊骨神

經診所和西雅圖舞蹈醫學團隊的

工作期間中，因為時常與不同醫

學領域的人合作，讓他更了解脊

骨神經醫學的價值和重要性。  

每個人每天都在使用自己的

身體，藉由脊椎矯正和動作姿勢

的調整，教導並幫助大家如何去

有效率的使用自己的身體。

林博士希望讓大家重新感受 

並且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脊椎健

康這事表觀遺傳學，在生物學和

特定的遺傳學領域，其研究的是

在不改變DNA序列的前提下，

通過某些機制引起可遺傳的基因

表達或細胞表現型的變化。很多

的因素也會影響基金的表現。所

以我們除了本身的基因外，也要

注重我們的環境，怎麼去對待自

己的方式，不管是飲食、使用及

環境的設置。

在脊骨神經醫學也有一套影

響健康的概念，三角型的結構：

身體、化理、飲食，由下往上，

腳如果出問題，膝蓋有可能也會

出問題，肩膀也有可能出問題，

反之，肩膀有問題就不一定是肩

膀出問題，有可能是腳，這是結

▲林國偉 博士演講：「從脊骨神經醫學談脊椎保健」

（愛豐健康概念館 館長）



構上概念。

何謂安慰劑效應 V.S 反安

慰劑效應？

安慰劑效應：指病人雖然獲

得無效的治療，但卻「預料」或

「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症

狀得到舒緩的現象。

反安慰劑效應：這個現象相

信是由於接受藥物的人士對於藥

物的效力抱有負面的態度，因而

抵銷了安慰劑效應，出現了反安

慰劑效應。這個效應並不是由所

服用的藥物引起，而是基於病人

心理上對康復的期望。

除了心態的健全外，我們要

如何過我們的生活呢？要活就要

動，要動就要動得健康！

舉例來說，身體的活動要像

水流，連續不間斷，要有方向性

及目的。

動作的品質絕大多數是腦部

所決定，林博士教大家如何自我

檢測，第一個動作，把兩隻手舉

起來，腳跟著地，手肘打直，上

下快速翻轉，第二個動作，放在

身體旁邊，也是一樣上下翻轉，

通常五秒即可，有沒有感覺兩手

不一樣快？這是做小腦檢測，如

果兩邊不一樣的時候，是身體兩

邊打的訊號不一樣，大家可以持

續練習，目標是看得到殘影。

生活中最重要的動作是呼吸

，腹式呼吸法：利用橫膈膜呼吸

，可以減少很多的藥物量，每天

約100次。橫膈膜吸氣會下降，

吐氣會上升，上升與下降會有八

公分左右距離，橫膈膜上面有心

臟、肺臟，後面有食道，下面有

肝、胃、腎臟…等，每一次呼吸

間上下八公分的距離摩擦可以按

摩身體的器官。

身體要活就要動，要動就要

動的正確，一般我們都習慣用胸

STAR會議  / Lawyer PP王叔榮分享

一、維持優質的社務服務 

  1.避免浮誇的聯誼活動 

  2.維持良好的例會內容 

二、提升服務計劃的深度與廣度 

  1.深化各社持續性服務計劃的內含 

  2.儘量參與地區推動的服務計劃 

「如何提高扶輪公共形象」
(以扶輪之子計劃為例)

▲林國偉 博士教大家作小腦自我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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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呼吸，按摩不到內臟，就會產

生很多問題。

林博士做總結時說，我們的

生活方式決定了我們的健康會往

哪個方向走–健康三角形。

要活就要動，要動就要動的

正確–流動。當我們的身體動起

來，很多的健康問題會慢慢改善

，所以我們有分神經流／動作流

。最重要的橫膈膜呼吸；還有

0.9理論–時間，每天多做一點

，健康就離你近一點。

陳慶璋報告秋遊
聯誼主委Star例會前報告秋

季旅遊活動暨職業參訪，12月

22日（星期五）參参訪「瀚頂生物

科技公司」/巧克力農場/夜宿「

墾丁華瑞泰苑」，12月23日（

星期六）龍坑生態保護區/六堆

客家文化園區，歡迎社友踴躍報

名參加。

台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2017.9.16(二)賴文瑞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秘書伉儷、蔡育偉伉儷、

   陳重光伉儷、張建國伉儷伉儷

點滴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總幹事King報告9

月份GOLF聯誼賽：9月21日(四

)地點在豐原球場，上午10:00開

球，目前有36位報名人數，用餐

地點：春山日本料理，採兩人兩

球夫妻差點合併計算，請尚未報

名的社友盡速報告。

9月28日與台北南門社在揚

昇球場球敘，台北南門有三十多

人報名，本社目前只有十九人報

名，請社友踴躍報名。

邱啟成報告出席率
Faith出席主委報告，社友人

數66人，免計出席2人，出席人數

44人，出席率68%。

何志修糾察時間
Sugar主持糾察時間，Alumi 

、Rich分享與林國偉講師認識經
過、Home報告參加地區馬拉松成
員、CP Concept恭喜周鴻仁先生
已連續出席四次例會，即將成為
台中南門社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