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臨床骨科菁英培訓課程 

當代筋膜運動學 

(PT11103) 

1、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2、 課程簡介： 

近年來有關於結締組織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我們非常重要且重新定義我們對於人體運

動學的知識，藉由了解全身的結締組織網路（筋膜網路）的特性對於如何改變肌力傳遞

的重要規則。此外，結締組織網路的彈性也讓彈性位能可以被儲存和釋放轉變成動能來

增進運動表現，這樣的改變可以增加人們在動作的流暢，也可以改善因為傷痛帶來的日

常生活功能的限制。  

更多的了解有關韌帶、肌腱、關節滑囊、肌肉外層與內層的筋膜組織的力學適應的

原理可以提供我們在處理有關預防運動傷害上很大的助益。舉例來說，過度使用症狀就

是一個經常發生在運動員身上我們需要去處理的一個重要課題，而這個問題發生的組織

就是在筋膜組織上。  

筋膜形成了由纖維膠原結締組織構成的全身連貫網絡。這個網絡包圍並連接了所有

器官，肌肉，神經和血管。雖然在過去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但最近的筋膜網基於新的測

量技術獲得了新的科學關注。新的研究結果表示，筋膜組織顯著影響肌肉的力量傳遞；

他們也形成了我們身體感知的基礎  

本次工作坊分為四大主題：主題一胸腰筋膜、主題二彈性行走與下肢筋膜、主題三

筋膜彈性訓練在呼吸與運動上的應用、與主題四上肢筋膜與筋膜適能訓練。  

 

主題一胸腰筋膜： 

    除了從身體工作者的角度來看最前線的研究資訊，也將有對於不同方法和操作技巧

的具體上手指導，以刺激筋膜內不同的感覺受器以及提供筋膜纖維母細胞適當的流體剪

力以影響其代謝行為。這些操作包含在深筋膜的緻密層、肌肉間隔、以及淺層筋膜底部

“表面剪力區”的沾粘。在這些技術中，將引導客戶透過主動的微小動作來參與完成徒

手操作，也能因此使組織的運作更明確，更協調，也更能維持。這種微小動作的最佳指

引將會提供並整合到臨床課程中。 胸腰筋膜三層運動提供了工作者在運動訓練中筋膜鬆

弛與本體感覺誘發促進胸腰筋膜與四肢的力量連結，如果「筋膜」身體訓練恰當(最佳彈

性和塑性)，它可以被用來有效執行表現，達到最佳成績，促進柔順優雅的動作，並提供

更高的傷害預防潛力。 

 

主題二彈性行走與下肢筋膜： 



    人類筋膜與袋鼠和瞪羚有相似的動能儲備能力，讓我們不僅跑和跳，還用於行走。

跟黑猩猩比起來，人類腿遠端的肌束有更短肌筋膜，肌腱更薄，更適合彈力適能的儲存

和動能釋放。肌筋膜的體現方式是彈弓機制，讓肌纖維的長度不變，筋膜變長或變短儲

存肌肉能量並有最佳共振頻域，就像是彈簧一樣。應力負荷對於結締組織的保持和適應

來說非常重要，其重要性表現在基質組織的構成、結構及被動的力學特性會隨應力的變

化而改變。  

下肢筋膜可以較具體實現一個測量彈性的模型，並且顯示下肢筋膜運動能夠帶來的

全身性或長期性的健康。學會觸摸、測量彈性，以及分辨那些組織沒有達到舒展，進而

能夠恢復彈性，或是找到一些壓力點或疼痛點的遠處進行調整，便能獲取最佳運動表

現，同時降低傷害風險性與傷後嚴重度。  

 主題三、筋膜彈性訓練在運動與呼吸上的應用： 

    筋膜是身體非常特別的組織，相對於其他結締組織，在物理學上的黏彈性質能帶給

筋膜更多運動上的功能與表現。筋膜彈性運動除了節能，更使運動表現流暢與敏捷。良

好彈性的筋膜能力，可以幫助身體善用反作用力，協助吸收過多能量的衝擊。這些能力

都是影響我們運動表現非常重要的課題。在所有的運動之中，呼吸可被認為是影響運動

表現相當重要的因素。同樣地，筋膜的彈性在呼吸中扮演了重要的功能，不受限制及充

滿延展的筋膜系統，能確保呼吸的順暢性與攝氧能力。  

學習筋膜組織的彈性訓練的原理，可以提供我們在增加運動表現上的助益。舉例來

說，日本忍者快速而敏捷的動作、芭蕾舞者與瑜珈老師流暢的動作、傳統武術與拳擊充

滿爆發力的套路都是應用了筋膜彈性的原理。本次課程首先介紹筋膜彈性與黏彈性質於

生物力學功能的實證醫學研究。這些背景知識將被應用於不同運動中的最新詮釋，並以

深入淺出的引導各位學員了解呼吸的原理，與如何應用筋膜的彈性訓練來改善呼吸的功

能，進而改善運動能力的表現。   

主題四、上肢筋膜與筋膜適能訓練： 

    筋膜系統是個層層交織的網狀結構，貫通全身的筋膜張拉整體塑造出人類獨一無二

的直立姿態，在直立運動的過程中，下肢透過筋膜運動學中的功能線傳遞力量到上肢，

使人體產生旋轉、投擲、推、拉等動作，運動中的筋膜組織需具備良好的彈性儲存能

力。  

然而現代人的生活模式與動作需求大幅降低了上肢的動作需求，缺乏彈性回彈的筋

膜組織往往會衍生出許多運動障礙，如：關節活動度降低、本體感覺異常、結締組織纖

維化、姿態改變甚至引發關節疼痛或肌肉痠痛，因此，如何透過手法及運動達到鬆弛、

訓練筋膜組織，有效率的重塑人體原有的功能結構，會是現代運動科學中重要的一環。  

全身性的筋膜網絡具備力量傳遞、水合作用以及提供本體感覺等功能，若能建立一

套強壯且靈活的全身性筋膜訓練，對於運動員、舞蹈家、運動愛好者甚至是身體健康從

業人員來說非常重要，理想的筋膜體有彈性又有韌性，可維持柔軟度、穩定度及傳遞力

量，更可以提供良好的本體感覺回饋以呈現動作的協調性，因此能夠有效的預防運動傷



害，本日課程將運用筋膜科學說明如何放鬆、誘發與筋膜組織重塑，並透過動作訓練使

身體擁有健康的筋膜適能與功能。  

四大主題學習目標：  

主題一胸腰筋膜： 

⚫ 實證科學與筋膜解剖帶您了解胸腰筋膜三層結構與力量的傳遞。  

⚫ 實作張力完整體與肌筋膜模型。  

⚫ 徒手調整技術：釋放胸腰筋膜不同層次的沾粘  

⚫ 滾筋鬆膜技術操作：運用滾筒鬆弛胸腰筋膜。  

⚫ 啟動筋膜力量連結：誘發筋膜的內在感知功能。啟動肌筋膜鏈來訓練三層胸腰筋膜。  

 

主題二彈性行走與下肢筋膜：  

⚫ 筋膜節能與彈性行走的關聯。  

⚫ 下肢筋膜滑動操作手法。  

⚫ 跑者的筋膜功能訓練法。  

⚫ 筋膜訓練的多樣性。 

 

主題三彈性行走與下肢筋膜：  

⚫ 筋膜組織的黏彈性質  

⚫ 筋膜組織的彈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  

⚫ 筋膜的伸展訓練  

⚫ 如何應用筋膜的彈性到增強式訓練中  

⚫ 呼吸的原理  

⚫ 筋膜組織的彈性在呼吸中扮演的角色  

⚫ 呼吸表現如何進行評估  

⚫ 如何改善呼吸與利用呼吸改善運動表現   

 

主題四上肢筋膜與筋膜適能訓練：  

⚫ 上肢筋膜與功能線的鬆弛與運用  

⚫ 上肢筋膜本體感覺誘發訓練  

⚫ 筋膜適能訓練的時機與原則  

⚫ 筋膜適能的五大特質與應用  

⚫ 透過筋膜訓練強化結締組織並預防運動傷害 

 

3、 課程日期: 民國 111 年 4 月 2~5 日(共 4 天) 

  



4、 講師簡介:  

傅士豪 MS, PT 

⚫ 國立陽明大學物治系副教授級兼任技術教師 

⚫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調理保健技術系 副教授兼副主任 

⚫ 前台北市內湖康寧醫院復健科組長  

⚫ 前台北縣萬里衛生所社區物理治療師  

⚫ 前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法規委員會委員  

⚫ 前台北市衛生局家庭照顧者培訓計畫講師 

 

學歷 

⚫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 

⚫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學士 

5、 名額限制：34 位 

6、 課程費用： 

早鳥價(111 年 2 月 10 日前繳費)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 8500 元*備註
 

非會員 12000 元*備註
 

一般價(111 年 2 月 11 日後繳費)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 12000 元*備註
 

非會員 15500 元*備註
 

 

*備註
本課程若非不可抗拒因素外，將依規劃時間開課，基於開課成本以及確保報

名學員的權益，報名繳費者開課前 45 個工作日前取消者，可退款學費*70%，於

開課前 45 個工作日內取消者，恕不退款。報名繳費者即表示願意遵守本規定，

接受本簡章文字之契約規範。 

7、 課程表 

111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 

08:45~09:00 簽名報到 

09:00~10:30 筋膜學科 

10:30~10:45 休息 

10:45~12:30 筋膜製作與張力完整體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胸腰筋膜手法 

15:30~15:45 休息 



15:45~17:30 胸腰筋膜運動 

17:30~18:00 Q&A and Summary 

111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 

08:45~9:00 簽名報到 

09:00~10:30 彈性行走 

10:30~10:45 休息 

10:45~13:00 [實作] 腳踝活動度與足底筋膜、踝隼、錘狀趾 

[手法] 膕旁肌、髖活動度與推掃帚技巧 

13:00~14:00 午餐 

14:00~16:00 [運動] 坐骨神經與梨狀肌、髂薦關節與膕窩 

[理論] 跑步者的筋膜功能訓練法 

16:00~16:15 休息 

16:15~17:00 [實作] 快速踏板、低震幅雙腿跳欄、踝跳躍、分腿蹲跳

(Airex、Letsbands) 

17:00~18:00 [實作] 快速弓步行走、交替腿跳箱(XCO) 

111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 

08:45~9:00 簽名報到 

09:00~10:30 筋膜伸展與彈性儲存 

10:30~10:45 休息 

10:45~13:00 [實作] 增強式運動訓練 (Xco + Airex) 

[手法] 腹部筋膜 (前面與側面) 

13:00~14:00 午餐 

14:00~16:30 呼吸的原理與彈性呼吸 

[實作] 全呼吸 (Ball-ance) 

[實作] 呼吸評估 

16:30~16:45 休息 

16:45~18:00 [手法] 胸部筋膜 (前側與側面) 

[實作] 呼吸訓練 

111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 

08:45~9:00 簽名報到 

09:00~10:30 上肢筋膜(前、背功能線、深淺臂線) 

10:30~10:45 休息 

10:45~13:00 [手法] 前、背功能線筋膜放鬆 



[實作] 上肢筋膜運動(彈力帶 Joint Mapping 與上肢訓練) 

13:00~14:00 午餐 

14:00~16:00 [運動] 筋膜適能運動 

[理論] 筋膜適能基本步驟與五大要素 

16:00~16:15 休息 

16:15~18:00 [實作] 本體感覺訓練、拉伸訓練與穩定訓練 

[實作] 彈性訓練與神經肌筋膜刺激 

8、 上課地點：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生醫工程館(研究大樓)六樓 601 教室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僅為場地提供單位) 
(1). 搭乘捷運淡水線（紅線）至石牌站，沿捷運線向淡水方向步行 5-10 分鐘可

到立農街口。右轉後可看到學校正門在左前方。上山約需步行 20-30 分鐘。 

(2). 可搭乘 559 公車。詳細搭車時間及地點請參考學校網頁資料 ：

https://gss.ym.edu.tw/ezfiles/220/1220/img/889/tra007.pdf 

(3). 自行開車前往者，優惠停車，一天 100 元。 

9、 繼續教育積分點數：專業 36.3 點  

10、 開放報名日期： 

臺灣物理治療學會會員開放報名日期為 111 年 1 月 5 日中午 12:30， 

非會員開放報名日期為 111 年 1 月 7 日中午 12:30 

11、 報名方式： 

⚫ 報名請直接上學會網站，並以信用卡繳費。 

⚫ 本課程若非不可抗拒因素外將確定依規劃時間開課，基於開課成本以及

確保報名學員的權益，報名繳費者開課前45個工作日前取消者，可退款

學費*70%,於開課前45個工作日內取消者，恕不退款。報名繳費者即表示

願意遵守本規定接受本簡章文字之契約規範。 

⚫ 學會洽詢電話: (02)27719631。網址：http://www.tpt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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