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 

國際靈性醫學論壇：未來趨勢 超健康世界的起點 

 

一、簡介： 

由於人類的意識提升，靈性醫學的新興概念正急速影響世界各國，成為全球發

展新趨勢。對此，本協會為拓展人類身心靈健康及國際交流與合作，訂於 11 月

25 日舉辦國際靈性醫學論壇。 

 

本次論壇就未來人類健康與產業趨勢議題，深入從理論與臨床兩方面來探討，

對於靈性、心靈意識、情緒與疾病、身心靈健康整體的關係，共同進行相關領

域之研究成果與技術發展發表，促進全球研究交流並提升研究水準。 

 

靈性醫學運用相當廣泛，在「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的努力推動下，深刻展現

臨床實踐中的重要意義，透過清理身心靈療癒，轉化細胞記憶，協助身心疾

病、遺傳性疾病、精神疾病……等，為社會帶來和諧與進步，進而實現世界和

平。 

 

二、論壇目的及目標： 

1. 社會各界專業菁英迎向未來醫學時代 

2. 善用靈性智慧醫療、提升自癒力 

3. 環境能量場與身心靈相應關係 

 

三、受眾對象： 

醫療人員：讓各界醫學菁英認識靈性智慧結合醫學的趨勢。 

教育界、企業界、及一般民眾：讓各界菁英帶動全民迎向靈性醫學新時代。 

 

四、地點： 

台北圓山大飯店 12F 大會廳─10427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 1 號 

 

五、論壇日期及時間： 

11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 08:30~17:00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 講師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理事長致詞 大會 理事長 艾菲坦導師 

09:10-10:10 靈性醫學人類全方位的希望 大會 郭茵娜老師 

10:10-10:30 休    息   



10:30-11:30 家族療癒與遺傳性疾病相關之應用 大會 郭茵娜老師 

11:30-12:00 

十二脈輪與身體對應之探究 
1.自體免疫力與皮膚之相關研究 
2.骨骼肌肉與心血管之相關研究 

大會 
吳宗儒 醫師(每篇
報告15分鐘) 

12:00-13:30 午    餐   

13:30-14:30 世界領航靈性醫學未來展望 大會 林兆京老師 

14:30-14:50 休    息   

14:50-15:50 星際意識與精神疾患相關之應用 大會 林兆京老師 

15:50-16:20 

能量體層界之研究探討 
1.靈性模式與生命關係之相關研究 
2.情緒能量與身體反應之相關研究 

大會 
吳宗儒 醫師(每篇
報告15分鐘) 

16:20-17:00 閉幕典禮、結業式 大會  

  

六、講師簡介(身分、背景、學經歷) 

1. 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理事長 王禹婕（Avetan 艾菲坦）導師 

現任： 

◆ 中華民國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 理事長 

◆ 藝識流國際身心靈療癒學院 創辦人 

◆ 世界衛生組織（WHO）之 NGO 組織會員 

◆ 華夏商業領袖俱樂部 副主席 

◆ 台灣工商總會 文化教育 常務委員 

學經歷： 

◆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 台中榮總 物理治療師 

◆ 中國醫藥大學復健科 物理治療師 

◆ 中國二級心理諮詢師 

◆ 國際 HAS 身心靈全人療癒師證照創辦人 

◆ 上海萃升文化 創辦人/家族辦公室架構師 

◆ 世界傑出名人榜第六屆 非凡成就獎 

◆ 世界華人創業楷模協會的華人楷模名人堂獲選「百位傑出華人」 

◆ 2020 年華人公益節「公益大使」、2021 年「榮譽公益大使」 

◆ 2021 年 全球華人公益慈善大愛先鋒人物、心靈金蓮花大使 

◆ 中國官方「生命教育指導師」證照生命教育指導師 創辦人 

 

2. 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副理事長 林兆京老師 

現任： 

◆藝識流國際身心靈療癒學院 執行長 

◆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 副理事長 

◆豐盛意識財富心法教練 



◆藝識流國際身心靈療癒學院 - 專業培訓 HAS 療癒師 

學經歷：                                                      

◆東海大學畢業 

◆臺灣靜心戒毒班專任戒毒老師 

◆中華易經協會 海西分院 研究員 

◆世界華人創業楷模協會「傑出華人」 

◆WHO 之 NGO 中西醫整合醫學暨身心靈療癒論壇-特聘講師 

 

3. 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秘書長 郭茵娜老師 

現任： 

◆ 藝識流國際身心靈療癒學院 HAS 國際身心靈二階全人療癒師 

◆ 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 秘書長 

◆ 皇家御用能量檢測 諮詢療癒師 

學經歷： 

◆ 文化大學畢業 

◆ 時尚療癒講堂 講師 

◆ 藝起聊療新趨勢 系列講座主講人 

◆ 脈輪檢測療癒諮詢師 

◆ 台北護理健康管理大學 健康管理師 

◆ 中華自媒體暨部落客協會 理事 

◆ 桃園特殊需求兒少安心家庭計畫/靜心課療癒師 

◆ 療癒系文字創作，出版「素遊香港」等書，以及媒體專欄作者。 

 

4. 吳宗儒 醫師                                                                                                                                                                                                                                                                                                                                                                                                                                                                          

現任： 

◆ 安貝牙醫診所 院長 

學經歷： 

◆ 台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士 

◆ 玩美牙醫集團 隱適美矯正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隱形矯正學會及教學醫院特聘講師 

◆ 大中華地區隱適美講師培訓台灣代表醫師 

◆ 隱適美台灣首席臨床顧問醫師 

◆ 台灣唯一隱適美原廠內部訓練醫師 

 

七、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星際聯盟療癒師協會 

承辦單位：藝識流國際身心靈療癒學院 

 



八、協會簡介： 

全民療癒是最大的公益 修行是最時尚的事情 

 

將療癒文化推廣至社會各行各業，並提供國內外身心靈團體及療癒師進行交流

與共力之平台，共同促進人類全體社會的發展，提升至星際文明之規模。 

透過各類形式的活動及美的事物交流與推廣，期盼將療癒文化推展到學校、企

業、公益團體等社會各層面，進一步擴展到國家與全世界，讓神性之光照耀這

世界每一角落，讓所有人感受到真實的愛，並協助全人類意識躍升至第五次元

以上。 

我們邀請全人類參與這項偉大的神聖計畫，連接內在神性本源之愛，憶起自身

的本如是，和散布在宇宙各地的星際家人，並號召星際家人回歸。藉由參與本

協會之運作，共同落實星際聯盟之創建，一起協助人類社會和宇宙高等意識之

文明接軌，攜手邁入更高維度的和平盛世。 

八、報名方式（費用）： 

⚫ 協會官網 https://www.interstellar-alliance.org/ 

⚫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8bvOjX-

xrHQfyesxSvrfvm6QdqGOLPqwWgHfaaBaLH8Hifw/viewform?usp=pp_url 

⚫ 報名費用：2600 元/人 

10/31 前報名有早鳥優惠 2200 元 

20 人以上以原價打 85 折 

(以上皆含 500 元餐食) 

九、注意事項： 

1. 請攜帶環保杯，場地提供冷熱水飲用。 

2. 西醫、中醫、牙醫、護理師、藥師、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呼吸

治療師、檢驗師、心理師、營養師、聽力語言師、牙科技術師、語言治療師、驗

光師、公共衛生師 醫事人員教育積分申請中，欲需申請繼續教育積分之醫事人

員，請務必在論壇上午場、下午場前後完成簽到簽退。 

  

十、交通資訊： 

1. 桃園機場 直達圓山大飯店 

大有巴士【1961】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圓山大飯店 

全票 NT$90，請至客運巴士櫃檯購買。 

車程約 90 分鐘，請提前 10 分鐘至正門口候車，巴士逾時不候。 

第一航廈搭車處：入境 B1 層巴士乘車區。 

第二航廈搭車處：一樓入境大廳東北側外廊搭乘。 

 

2. 捷運圓山站(花博公園) 免費接駁車 

https://www.interstellar-alliance.or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8bvOjX-xrHQfyesxSvrfvm6QdqGOLPqwWgHfaaBaLH8Hifw/viewform?usp=pp_ur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8bvOjX-xrHQfyesxSvrfvm6QdqGOLPqwWgHfaaBaLH8Hifw/viewform?usp=pp_url


乘車地點：(去程)圓山捷運站 1 號出口前，玉門街中間。(回程)圓山大飯店大門

口。 

注意事項：基於旅客安全及相關法規，接駁車限載立位乘客 7 名，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3. 自行開車 

⚫ 高速公路（國道一號） 

下松江路在民族東路右轉，到中山北路再右轉，過台北市立美術館再上中山

橋，靠左車道前行一分鐘後會在前方山壁旁看到一個斜坡，從斜坡直接上圓山

大飯店。 

⚫ 新生高架快速道路 

下橋往北安路走左側車道至美僑協會迴轉往市區方向，並沿著山壁的最左側車

道繞一圈後，直接上圓山大飯店。 

⚫ 中山北路往南（從士林往台北） 

沿著中山北路往南經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直行，走左側車道並沿著山壁的最左側

車道繞一圈後直接上圓山大飯店。 

⚫ 圓山大飯店行車路線示意圖： 

https://www.grand-

hotel.org/FileUpload/Portals/%E5%8F%B0%E5%8C%97/%E5%9C%93%E5%B1%B1%E

9%A3%AF%E5%BA%97%E8%B7%AF%E7%B7%9A%E5%9C%96.jpg 

https://www.grand-hotel.org/FileUpload/Portals/%E5%8F%B0%E5%8C%97/%E5%9C%93%E5%B1%B1%E9%A3%AF%E5%BA%97%E8%B7%AF%E7%B7%9A%E5%9C%96.jpg
https://www.grand-hotel.org/FileUpload/Portals/%E5%8F%B0%E5%8C%97/%E5%9C%93%E5%B1%B1%E9%A3%AF%E5%BA%97%E8%B7%AF%E7%B7%9A%E5%9C%96.jpg
https://www.grand-hotel.org/FileUpload/Portals/%E5%8F%B0%E5%8C%97/%E5%9C%93%E5%B1%B1%E9%A3%AF%E5%BA%97%E8%B7%AF%E7%B7%9A%E5%9C%9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