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Redcord®Neurac®1國際認證課程
【課程簡介】 

Redcord® 懸吊運動訓練源自於北歐挪威，原名為 SET® (Sling Exercise 

Therapy),1991 年開始發展至今 20 餘年，早期主要是運用在醫療領域為主，曾

幫助挪威高爾夫名將蘇姗.彼德森治療其困擾已久的下背痛，並以 Redcord®訓練

加強其各項肌肉功能,使這幾年蘇姗.彼德森能在球場上仍保有其優勢。 

近年來 Redcord® 透過不斷研發改良，已發展出一套神經肌肉活化

(neuromuscular activation)技術,透過臨床與學理的實證之後,正式將其定名

為 Neurac® 。 

Neurac®1課程共需 21小時,其學習內容如下: 

     1.Background, definitions, and basic principles for Redcord    

Suspension Exercise and Neurac 

     2.Theory on neuromuscular control and musculoskeletal dysfunction 

     3.Introduction to the helping hand principle as a therapeutic assist 

     4.Neurac Testing for local motor control and myofascial chains 

     5.Neurac Treatment for local motor control and myofascial chains 

 

Neurac®的治療與訓練模式主要是藉由 Redcord® 懸吊系統特色來執行, 學

員在完成 Neurac®1的課程之後,希望可獨立執行下列的治療與訓練方式: 

1. 閉鎖運動練(Closed Kinetic Chain ,body-weight-bearing exercise) 

2. 不穩定訓練(Unsteadiness) 

3. 多面向動作(Movements in multiple planes) 

4. 精確的漸進式訓練(Precise progressions) 

5. 無痛動作(Pain free movements) 

Neurac®目前在歐美與亞洲各地已被廣泛使用在運動及醫療領域，成為一門新興

的治療技術。 

Redcord網站資料: http://www.redcord.com/Portal.aspx?m=546 

http://www.redcord.com/Portal.aspx?m=546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應用復健協會 

協辦單位:日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學分認證: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課程內容: 

Day1 

0800-0815 Welcome and presentation of participants 

0815-0900 Theory :Background, basic principles, and definitions  

0900-0945 Redcord Suspension Exercise 

0945-1000 break 

1000-1130 Helping hand principles and open kinetic chain exercises 

1130-1230 lunch 

1230-1315 Theory :Intro to Neurac 

1315-1415 Palpating technique to assess local muscle activity , Local 

motor control for the lower back 

1415-1430 break 

1430-1530 Exercise for test and treatment of the lower body  



1530-1600 Relaxation exercise for the lower back 

1600-1610 break 

1610-1700 Theory: Shoulder region 

1700-1800 dinner 

1800-2000 Exercise for test and treatment of the upper body 

2000-2030 Questions and Answers 

2030 End of day 1 

 

Day2 

0800-0845 Theory: Lower Back and Pelvis 

0845-0930 Local motor control for the lower back 

0930-0945 break 

0945-1130 Exercises for test and treatment of the lower body 

1130-1230 lunch 

1230-1300 Theory :Ground Reaction Force 

1300-1500 Exercises for test and treatment of the lower body 

1500-1515 break 

1515-1600 Theory :Neck region 

1600-1700 Local motor control for the neck  

1700-1800 dinner 

1800-1900 Cervical movements  

1900-1930 Theory: Summary 

1930-2030 Evaluation/Examination 

2030 End of day 2 

 

上課日期:民國103 年12月 20，21日(共計兩天 21 小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文山區萬和街6號八樓之二（日茂儀器專業Neurac教室） 

招生人數:12 人(10 人以上開課,本會保有開課與否權利)。 

招生對象: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與運動產業相關從業人員。 

 

課程費用:13500 元(含講義,檢核認證費與 Redcord 制服一件,不含設備與餐

點) 



 

早鳥優惠方案:開課兩周前完成報名 12000 元 

團報優惠方案:兩人以上同行,11000元/人 

 

講師學經歷簡介 

鄭百副 

 

 國立陽明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研究所碩士  

 羅東鄭裕南復健科診所總治療師  

 教育部審定大學講師資格 

 仁德醫專、弘光科大、台南科大、高醫大、慈濟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挪威S-E-T concept國際認證講師(2002) 

 挪威Redcord®Neurac®1國際認證講師(2010) 

 聯興儀器公司專案經理 

 

劉泳賢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學士 

 新北市八里愛心教養院/輔具資源中心 到宅評估團隊督導 

 新北市學校系統物理治療團隊 資深治療師 

 Redcord®Neurac® 1國際認證合格 

 Redcord®Neurac® 2國際認證合格 

 Redcord®Neurac® 1特約講師 

 

 

報名方式: 

1. 因名額限制,請先聯繫 0963326315 劉泳賢治療師確認是否還有名額。 

2. 若仍有名額，請以 ATM 轉帳方式，將課程費用轉帳至 

 

   銀行代碼：007（第一銀行大坪林分行） 

   帳號：222-10-005530 

   戶名：日茂儀器有限公司 

 
3. 請於轉帳繳費後，至本課程網站填寫線上報名資料 

表，主辦單位若核對無誤，將會回信給您報名成功之訊息，並將您的姓名刊登於 

課程網站上之錄取名單中。 

4. 若名額已滿,請聯絡主辦人詢問後補順序 

5. 如報名成功後不克參與課程，退費方式如下: 

開課前八天退費 80%,開課前兩天至七天退費 70%,開課前一天退費 60%,開課

當天退費 50%,正式上課後不退費 



6. 為維護上課品質，請勿攜伴旁聽或帶兒童進入教室，課程現場僅限報名者本 

人入場。 

7. 請勿攜帶飲料、食物進入教室，現場有提供飲水，請自備環保水杯。 

8. 請穿著寬鬆衣物以利課程操作練習。 

 

交通資訊 

 

 
 

●搭乘捷運文湖線往木柵動物園方向，萬芳社區站下車，步行約五百公尺即達。 

●建議學員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若自行開車，萬芳國小校園周邊有收費停車

格可供使用，請自行斟酌停車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