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拉提斯師資認證課程 
壹、 課程簡介： 

彼拉提斯是由喬瑟夫.彼拉提斯(Joseph H. Pilates) 所創。Pilates 自小體弱多病，為了自身鍛鍊並克服

身體的限制，他從瑜伽、太極拳和西方運動學中擷取菁華，在每個運動中，感受身體的動作和肌肉控制，

發展出彼拉提斯這套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Pilates 幫助許多受傷的士兵復健，他在床邊裝置彈

簧、繩索，協助行動不便的營友運動，這成為後來設計復建、健身器材的靈感來源。目前此項運動成為

健身界新寵，而醫院也將其應用在治療及預防下背痛和運動傷害上。 

台灣彼拉提斯協會師資群，以多年的教學經驗加上醫學背景，指導彼拉提斯運動原則、詳細的動作

流程及應用。課程中加入解剖教學，說明如何控制動作，提昇運動的效力。並藉由不同的口令、意象引

導、肢體語言及多樣化的輔具器材，讓學員更容易了解彼拉提斯的魔力。 

貳、 主辦單位：台灣彼拉提斯協會 

協辦單位：POWERLIFE 彼拉提斯教室 

參、 招生對象：對彼拉提斯教學有興趣者 

肆、 上課時間： 

03/21、03/28 週六 1:00pm~6:00pm (5 小時) 

03/22、03/29 週日 9:00am~5:00pm (7 小時) 

04/03～04/05     9:00am~4:00pm (6 小時) 

伍、 上課地點： 

POWERLIFE 彼拉提斯教室 (台北市復興北路 38 號 5 樓) 

陸、 課程表： 

3 月 21 日(六)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 - 13:50 彼拉提斯的歷史與淵源 徐宛鴻 

13:50 - 14:00 休息   

14:00 - 14:50 基礎解剖 徐宛鴻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5:50 肌肉生理 徐宛鴻 

15:50 - 16:00 休息   

16:00 - 16:50 動作解剖分析 徐宛鴻 

16:50 - 17:00 休息   

17:00 - 18:00 肌肉與骨骼之應用 徐宛鴻 

3 月 22 日(日)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 - 09:50 彼拉提斯三大原則：呼吸 徐宛鴻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0:50 彼拉提斯三大原則：骨盆與肋骨 徐宛鴻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彼拉提斯三大原則：頭頸與肩胛骨 徐宛鴻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3:50 姿勢評估與解剖理論：理想姿勢 徐執翎 

13:50 - 14:00 休息   

14:00 - 14:50 姿勢解剖 徐執翎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5:50 姿勢評估 徐執翎 

15:50 - 16:00 休息   

16:00 - 17:00 姿勢評估實作 徐執翎 

3 月 28 日(六)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 - 13:50 三大原則實作 郭怡麟 

13:50 - 14:00 休息   

14:00 - 14:50 躺姿初階動作 (一) 郭怡麟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5:50 躺姿初階動作 (二) 郭怡麟 

15:50 - 16:00 休息   

16:00 - 16:50 躺姿初階動作 (三) 郭怡麟 

16:50 - 17:00 休息   

17:00 - 18:00 側姿初階動作 (一) 郭怡麟 

3 月 29 日(日)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 - 09:50 暖身運動及初階動作實作 郭怡麟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0:50 側姿初階動作 (二) 郭怡麟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趴姿初階動作 (一) 郭怡麟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3:50 趴姿初階動作 (二) 郭怡麟 

13:50 - 14:00 休息   

14:00 - 14:50 坐姿初階動作 (一) 郭怡麟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5:50 坐姿初階動作 (二) 郭怡麟 

15:50 - 16:00 休息   

16:00 - 17:00 站姿初階動作 (一) 郭怡麟 

 

 

 



4 月 3 日(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 - 09:50 站姿初階動作 (二) 郭怡麟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0:50 躺姿中階動作 郭怡麟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側姿中階動作 (一) 郭怡麟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3:50 姿勢評估與解剖理論：搖擺背 徐執翎 

13:50 - 14:00 休息   

14:00 - 14:50 姿勢評估與解剖理論：平背 徐執翎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6:00 姿勢評估與解剖理論：圓凹背 徐執翎 

4 月 4 日(六)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 - 09:50 動作教學實習 郭怡麟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0:50 側姿中階動作 (二) 郭怡麟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趴姿中階動作 郭怡麟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3:50 伏地挺身姿中階動作 郭怡麟 

13:50 - 14:00 休息   

14:00 - 14:50 坐姿中階動作 郭怡麟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6:00 站姿中階動作 郭怡麟 

4 月 5 日(日)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 - 09:50 初中階動作整合訓練 (一) 郭怡麟 

09:50 - 10:00 休息   

10:00 - 10:50 初中階動作整合訓練 (二) 郭怡麟 

10:50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動作教學實習 郭怡麟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3:50 動作設計原則與概念 徐執翎 

13:50 - 14:00 休息   

14:00 - 14:50 姿勢與動作設計的連結 徐執翎 

14:50 - 15:00 休息   

15:00 - 16:00 彼拉提斯教學技巧 郭怡麟 



上課總時數：42 小時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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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講師介紹： 

郭怡麟 

國立台中商專會計統計科畢業 

現任 

台灣彼拉提斯協會 理事長 

POWERLIFE 彼拉提斯教室負責人 

中央健保局彼拉提斯教練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彼拉提斯教練 

證照 

台灣彼拉提斯協會認證教練 

STOTT PILATES Certification Instructor 

Tibetan Heart Yoga 

Balletone MBA 

Yogafit Level I 

TARA basic SBT instructor 
徐宛鴻 

台灣大學物理治療系畢業 

現任 

POWERLIFE 彼拉提斯教練 

證照 

物理治療師證照 

台灣彼拉提斯協會認證教練  

STOTT PILATES Certification Instructor 
徐執翎 

長庚大學物理治療系畢業 

現任 

POWERLIFE 彼拉提斯教練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社區物理治療師 

台北市物理治療師公會副總幹事 

躍翰健康學苑彼拉提斯教練 

證照 

物理治療師證照 

台灣彼拉提斯協會認證教練 

STOTT PILATES Certification Instructor 



玖、 報名資訊： 

費  用：NT$37,000  (1/31 前完成報名繳費程序 NT$35,000) 
諮詢及報名專線︰02-87727883  
名額限制：10 人 
 

  

報 名 表 

Registered Form 

課程名稱 

Program 
彼拉提斯墊上課程 

報名日期 

Date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Name 
 

英文姓名 

Eng.Name 
 

聯絡電話 

Tel. 

 
現    職 

Job 
 

中文地址 

Address 

 

e-mail  

匯款帳號 

Remit 
Account 

戶名：郭怡麟 

012(銀行代號)- 410-168-108579台北富邦銀行建成分行 

款項說明 

Description 

學費包含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