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 

  EDFTM ( Epidermis 表皮, Dermis 真皮, Fascia 筋膜)貼紮概念為近年 Dr. KenzoKase 最新發

表的貼紮技術。有別於以往處理肌肉、關節等組織結構的貼紮方式，EDFTM貼紮技術主要作用於

表皮、真皮及筋膜組織，藉由空、動、冷的原理改善皮膚筋膜狀態，並藉由表皮的神經輸入來影

響神經系統。能更有效地處理急、慢性疼痛及腫脹等問題，並能運用於中樞及週邊神經疾患個案，

調節神經傳導功能。 

 

  為了充分發揮 EDFTM貼紮概念，貼布必須要能與皮膚間有更多接觸點，才能有效增加表皮

與淺層筋膜之間的空間，並給予皮膚輕巧、適度、準確的刺激。因此研究貼布超過三十年的 Dr. 

KenzoKase 於 2013 年推出了指紋貼布(Kinesio®Tex Gold FP)，以此款貼布的特性來完整詮釋

EDFTM貼紮概念，達到 EDFTM貼紮技術的治療效果。 

 

  本次豐富的課程中，Dr. KenzoKase 及 Dr. Stefano Frassine 將從細胞層級到皮膚組織的解

剖生理角度切入，帶領大家認識各種疼痛來源之傳導形式，探討肌能系貼紮如何影響組織修復的

過程。課堂中亦有實作練習機會，範例涵括了皮膚的三個層次：表皮、真皮及筋膜，一步步讓學

員們吸收全新的 EDFTM概念，並進一步熟習、運用 EDFTM貼紮技術，讓您原有的貼紮實力更加

完備！ 

 

  為精準呈現課程精髓，將提供學員精美全彩講義，並隨課程附上兩卷肌能系指紋貼布

(Kinesio®Tex Gold FP)。國際級講師將全程以英文授課，為避免打斷課程節奏，將不於課堂上進

行中文翻譯。課程結束後本協會將整理當天上課內容，完成中文課堂筆記並提供給參與課程的學

員，以利參加者課後可以對照講義複習、完整吸收課程內容。 

 

【上課時間與地點】 

2015 年 04 月 19 日（星期日）09：00～17：30 

實踐大學 B2F 大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大直街 70 號 N 棟圖資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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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台灣復健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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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專業實際積分點數將依各認證單位回函即時更新於課程官網上。 



【主辦單位/相關網站】 

藍海曙光集團（BOA） 

 官方網頁：http://www.hnl.com.tw 

臉書專頁：http://www.facebook.com/boatnewview 

臺灣肌能系貼紮協會（Kinesio Taiwan） 

協會網址：http://www.kinesiotaiwan.com/ 

 臉書專頁：http://www.facebook.com/ktatjc 

【課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From Traditional Kinesio Taping to EDF 

Taping, evolution of a Method 

肌能系貼紮之進化--從傳統貼紮技術到 EDF  

Dr. Kase 

鄭悅承會長 

09:30~10:00 
Anatomy of the Skin 

皮膚的解剖構造 
Dr. Stefano 

10:00~10:30 

Physiology and Neurological correlation of 

the Skin 

皮膚的神經與生理關係 

Dr. Stefano 

10:30~10:50 休息 

10:50~11:20 

Different conducts of pain acute, peripheral 

sensitization, central sensitization, chronic 

pain 

急性疼痛、慢性疼痛、周邊及中樞神經敏感化之不

同傳導形式 

Dr. Stefano 

11:20~12:00 

Cellular responses to a mechanical 

stimulation 

細胞對機械性刺激的反應 

Dr. Stefano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EDF taping: what is EDF, why EDF 

EDF貼紮：什麼是EDF，為什麼選擇EDF 
Dr.Kase 

14:00~15:00 
EDF taping: clinical reasoning 

EDF之臨床推理 
Dr.Kase 

15:00~15:20 休息 

15:20~16:00 

Epidermis Taping practices: Jelly fish, webcut, 

fan cut 

表皮貼紮的實作練習: 水母形、燈籠形、散形 

Dr. Stefano 

16:00~16:40 
Dermis Taping practices: web cut, fan cut 

真皮貼紮的實作練習: 燈籠形、散形 
Dr. Stefano 

16:40~17:10 
Subcutaneous Fascia Taping: web cut, fan cut 

皮下筋膜貼紮的實作練習: 燈籠形、散形 
Dr. Stefano 

17:10~17:30 
EDF Taping Practices 

EDF 之綜合應用與練習 
Dr. Stefano 

Kinesio 

Taiwan 

Kinesio Taiwan 

Facebook 

BOA 

BOA 
Facebook 

http://www.hnl.com.tw/
http://www.facebook.com/boatnewview
http://www.kinesiotaiwan.com/
http://www.facebook.com/ktatjc


【講師簡介】 

講師 學經歷 專長 

Dr. 

KenzoKase 

Kinesio Tex 發明人 

 

President of Kinesio Taping Association 

1974 年 畢業於脊椎矯正大學 

1975 年 在新墨西哥州開設臨床診所 

1975 年 任新墨西哥醫學大學客座講師 

1979 年 在東京開設臨床診所 

1982 年 發明 Kinesio Taping Method 

1988 年 發明冷凍療法（Cryotherapy） 

1990 年 發明 Slacking Therapy 

2002 年 發明 Muscle Unit Training 

2003 年 創設 The School of Kase Medical Training 

2012 年 發明有指紋紋路的 Kinesio Tex 

筋膜整體療法 

肌能系貼紮 

Dr. Stefano 

Frassine 

【學歷】 

1992 年 取得物理治療文憑 

2006 年 取得 INSUBRIA 大學 物理治療博士 

【經歷】 

1992 年 Veruno 復健醫學中心 物理治療師 

1994 年 Busto Arsizio 腦性麻痺協會 物理治療師 

1991 年~2009 年 女子排球隊、男子籃球隊 物理治療師 

1994 年~1996 年 義大利體操國家代表隊 物理治療師 

2004 年~2007 年 義大利青少年女子壘球隊國家代表隊 

物理治療師 

【現任】 

◤Stefano Frassine professional study of physiotherapy

負責人 

◤擔任 L.U.De.SLugano University 教授, 專長為肌肉骨骼

系統之功能性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muscle 

skeletal system)、徒手技巧(Manual Techniques) 

◤肌能系貼紮歐洲區總負責講師 CKTI 

運動傷害 

骨科徒手治療 

肌能系貼紮 

動作科學 

鄭悅承 

國立成功大學 復健醫學系 學士 

軟組織貼紮技術 主編 

藍海曙光集團 執行長 

臺灣肌能系貼紮協會(KTAT) 會長 

肌能系貼紮國際講師 CKTI 

運動傷害 

骨科徒手治療 

筋膜整體療法 

肌能系貼紮 

脊椎矯正技術 

 



【報名費用】 

 每位學員 5,000 元  

 早鳥專案：3 月 23 日前完成報名優惠每人 3,500 元 

 早鳥團報專案：在 3 月 23 日前，三人以上同行每人 2,500 元 

（使用團報專案，請以一人代表一起轉帳繳費，請於繳費完成後三天內，每人分別填寫

線上報名表，並於備註欄註明同行者姓名） 

* 如有十人以上報名，將以專案處理，請洽陳理事長。 

 費用包含餐點、精美彩色講義、兩卷肌能系指紋貼布(Kinesio®Tex Gold FP) 

【報名方式】（繳費後完成報名才能正式錄取） 

 請先至本協會官網（http://tara.hnl.com.tw）確認課程場次是否還有名額。 

 若仍有名額，請先繳費。請以 ATM 轉帳方式，將課程費用轉帳至 

銀行代碼：012（台北富邦銀行 和平分行） 

帳號：480120012136 

戶名：景誠實業有限公司 

 個人報名：請於轉帳繳費後，至課程網站最下方以您的電子郵件、密碼登入（首次 

使用請先註冊）並填妥確認相關資料後，點選「確認送出」。主辦單位若核對無誤， 

將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您報名成功之訊息，並刊登姓名於課程網站上之錄取名單中。 

 團體報名：請團體發起人統一繳費並準備所有成員之報名資料，於課程網站最下方 

以您的電子郵件、密碼登入（首次使用請先註冊）並進行「團體報名」。 

 十人以上團體專案，或有任何問題，請洽(02)2707-1608#11 陳志明理事長。 

 如報名成功後不克參與課程，請當事人於開課七天前完成取消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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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著重實際操作練習，請攜帶剪刀，並穿著寬鬆衣物以利練習。 

 

 

 

 

 

 

 

 

 

 

 

 

 

 

 

 

 



【交通方式】 

實踐大學 B2F 大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大直街 70 號 N 棟圖資大樓） 

 

搭乘捷運 

 搭乘捷運文湖線：由大直站出口 1 號出口右轉，沿大直街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 

 1. 至北安路｢捷運大直站｣公車路線：21、28、33、42、72、208、222、247、256、267、    

286(副)、287、646、902、紅 2、紅 3、棕 13、棕 16。 

2. 至明水路｢大直加油站｣公車路線：33、42、645、紅 3、藍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