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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中医人，为了追求上乘医术，达到上医境

界，不断四处参访学习。但，面对五花八门、形形

色色的各种理论和医学资讯，我们该如何识别，才

能真正步入精湛医术的门槛呢？  
         

有认为结构很实际经气不重要，有认为中医不应注

重结构而落下乘；有认为意念很重要，有认为意念

虚幻不实；有认为生物等现代理论很重要，有认为

现代理论对临床毫无帮助；有认为针灸必须手法行

针，有认为行针是非必须的操作。 
               

微观辨识·感知筑基课程，就是一门带你进入验证

这一切疑问的钥匙之门。谭惠珊老师将会亲自教

导，带你进入真正的中医世界。解剖结构与中医理

论如何贯通？一系列疑问的神秘面纱，带你亲自剖

析、亲自验证的微观辨识技术。  
            

准确的临床判断和稳定显著的疗效，是掌握这一切

后的必然结果。 

 

课程简介 



 

 

导师简介 

谭惠珊院长 

创立诊断治疗标准 

 微观辨识 Micro Perception  

In-Depth (MPID) 创办人。 

微观辨识体系通过触诊人体体

表形态变化，以触诊进入古人的

视角，对中医四诊进行了细化分

析，以此来指导及鉴别中医手

法、针法、灸法、药法等治法的

使用指标，提高临床诊断与治疗

技术。  

汉诚中医脑科诊疗中心创办人兼

院长。 

卓越疗效吸引来自 40 多个国家

患者到访治疗。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系学士及硕

士临床学位。 

 

 

热衷发展中医 

马来西亚国际医药大学

针灸硕士临床导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内经专业委员会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神志病专业委员会理事。 

曾担任马来西亚卫生部

药物管理局中药顾问委

员会委员。 

曾任教于马来西亚拉曼

大学医学与保健学院中

医系。 

曾担任马来西亚中医总

会学术总监。 

多次受邀为电视平台及

媒体举办医学座谈会及

平面采访。 

 



 

“一流的医术，是建立在坚

韧、细心、认真的态度上。别

人眼中的神奇，只是高度掌握

人体规律的结果，那是高峰上

的风景。” 

——谭惠珊 老师 



 

 

 

课程大纲 

学习目的 

预期成果 

1. 开发临床诊断所需的感官能力； 

2. 掌握触诊下生理和病理的特征； 

3. 理解传统和各家的治疗方法并相互结合以提高临床疗效； 

4. 掌握气血精液及气机分布的触诊。 

1.  运用微观辨识方法提高中医望闻问切的感官能力； 

2.  分析触诊所获得的病理体征信息并联系其临床价值和意义； 

3.  辨析各家治疗方法和规律并加以结合运用在临床治疗； 

4.  触诊气血精液及气机变化并用针法调节。 



 

 

 

    中医技法多如牛毛，但是理论上的不交叉，造成了临床运用和配合的难度。谭惠珊

老师将带领大家学习分析和判断里面的规律，剖析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亲眼见证各种

治法的优势及局限，增强临床的运用能力。在微观辨识体系里，触诊分为两个层次。一

是形下皮肉筋骨的触诊，进一步就是更细微的形上气血精液的触诊。掌握了形上的触诊，

才能理解和掌握行针补泄的真实情况。不是依靠想象和说理来理解补泻；更不是时有时

无的“感应”。 

    中医诊法里望闻切法，都与感官能力相关。在微观辨识体课程的第一期，将会循序

渐进地帮助你开发自己的感官能力，落实诊法在中医治疗里的实用价值。内容包括了不

同组织的病理和生理形态，及其临床意义。这一阶段将对曾经学过的结构基础，通过老

师重新厘清，与微观触诊结合以奠定坚固的基础。在初始阶段，还会帮助大家解决结构

知识上的认识及疑惑。 

许多针法流派都强调针要下在硬结、阳性点、反应点 (有各种不同的称号)的地方。

然而，针阳性点，疗效也并非是保证的。难道针法的精髓就是阿是穴吗？一般阳性点的

取决都是紧张度较大的地方，难道触诊久是软硬的区别而已吗？在第二期的培训，将会

在第一期的基础上，分析不同部位形态改变的个别临床意义，并结合疾病的内在关联，

根据其临床意义分析治疗方法。第二期的内容，是为进入气机触诊的理解做准备。完成

了对结构的触诊掌握，才能正式进入气血精液及气机的触诊。在学习了第一期及第二期

课程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不同针法对人体影响的物质基础，也是进入更高阶的气和

神的基础。 

第三期的培训，你将认识中医形下和形上结合的世界，让你亲自感受补泻的真实变

化，明白行针的意义。微观辨识课程涵盖气血精液的触诊并结合整体的触诊来达到针刺

终极目的和意义，不但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并且脱离无的放矢的窘境。 

     

课程摘要 



 

 

其
他 

课
程
安
排 

此课程为系列课程，

分三期完成 

总共不少于 60 小时的理论

课、操作课及考核时间 

12 个月内完成 3 期学习 

上课日期：  

2021 年 3 月 21-23 日 

2021 年 8 月 8-10 日 

2022 年 1 月（待定） 

 

授课地点：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报名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 

上课名额：16 人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课程资料  

每期课为期 3 天 

（3 期共 9 天） 



 

 

 

 

 

 学费 后学培养计划 

（30 岁以下） 

马来西亚籍 马币 21, 000 马币 18, 000 

其它国籍 美金 5000 美金 4200 

 

 

 

 

 

课程费用及报名

内容 

*课程费用不包含住宿费及餐费 

❖ 后学培养计划专门为 30 岁以下（2021 年）的中医师提供优惠价。 

❖ 报名时需先缴付马币 10, 000 或美金 2, 500，余款于第一次上课前一周全数缴交。 

❖ 若报名者因无可避免原因不能出席课程，可推荐另一人取代自己的名额，或推延参加

下一届课程，已交报名费不予退款。 

❖ 支持网银：MAYBANK  

户口名字：HAN NEURO ACUPUNCTURE & HERBAL SPECIALISTS 

户口号码：514842315661 

❖ 中医本科学士学位（5年制）或以上学历； 

或海外中医药学府等同学历。 

❖ 上述学历以外者，需说明。 

支持网上报名，请联络： 

❖ 柯淑桂 马来西亚  

 微信号：sorkooi 

❖ 邹永京 美国  

 微信号：jingjingzou71 

或游览微观辨识官方网站: 

❖ www.mpid.my 

❖ 报名后，申请者将被安排进行视频面试。 

 



 
注意事项 

 

• 课程设计为 设计，学员必须出

席每期课程，否则将对学习进度造成巨大

障碍。 

 

• 由于条件不许可，缺席者将不予补课。 

 

• 所有申请者需提供完整的报名资料，之后

将安排视频面试。 

 

• 为保证教学质量，课程设有阶段考核。 



 

学生的心里话 

我的诊治思维与方法在学习 MPID 微观辨识体系后有了巨大的改变，

最令人振奋的是中医理论难以解释的病理现象，竟能做到下手检查

即一触了然！能清楚感受到气虚、血虚；病在经络、脏腑等等的表

现。帮助我能做出精确的辨证诊断，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根源，使我

在临床治疗痛症可达到立竿见影的疗效。 

陈俐萍 中医师 

“努力奠定基础，思维决定上限。” 教授精细的努力方式与方向，

再培养研习与行医的思维，是谭老师在中医临床教育为学生量身定

做的培育模式。这让我能在中医经典、理论、诊断、治疗，乃至临

床医学、科学贯通学习与运用。 

曾宪康 中医师 

廖捷敏 中医师 

MPID 微观辨识体系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桥梁，在现代医学

与传统中医的对接上不显冲突。学习过程惊喜连连，乐趣无穷。

除医术得以精进，思维逻辑也不断得以激荡，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一门学问!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疗效直线上升， 随之而来的病人量提升！以前疗

效不稳定，严重打击我的信心， 当时真的以为中医也就是保健而已。

谭老师的 MPID 微观辨识体系让我拨云见日，颠覆了我对传统中医的

固有印象！老师说，学一门技术最忌讳有样学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收获的不仅是医术，品德修为也在老师的监督下日益精进！ 

柯淑桂 中医师 

我是一个学习了中医三十多年的老中医。学习微观辨识体系的两年，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我过去 30 年中医学习的收获。如果你希望两年后

的医术，超过我这样一个学习过小针刀，解剖过 5 具尸体，学习过 8 年

易经和脐针，花过 10 年功夫，向 5 位脉学名家学习方脉的三十年老中

医。我建议你投入到微观辨识体系的学习队伍中来。 

 
吴亚儒 中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