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解剖列車肌筋膜放鬆課程 

 

 

一、研習對象：物理治療師、運動防護師、體育老師、運動教練與有興趣的一般民眾。 

二、主辦單位：睿奇體能運動館、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三、協辦單位：台灣運動防護學會、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系、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四、研習地點與日期： 

桃園場：國立體育大學，行政大樓二樓 308 教室。104 年 6 月 6-7 日，共兩天。 

台中場：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臨床教室。104 年 8 月 1-2 日，共兩天。 

高雄場：國立高雄師大附中，舞蹈教室。104 年 8 月 8-9 日，共兩天。 

五、研習時間：09:00-17:00。 

六、報名費用及期限： 

早鳥價：4000 元 (桃園場：5/15 以前報名；台中、高雄場：6/15 以前報名)。 

優惠價：台灣運動防護學會會員、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系學生及系友、中山醫學大學物理

治療系學生及系友，優惠價 4800 元(報到時，須出示證明) (早鳥報名仍為 4000 元)。 

一般價：6000 元 (額滿為止)。 

七、課程簡介： 

肌筋膜系統放鬆術在國外已流行超過 20 年，它是一種對肌肉及其他結締組織放鬆的手法。近

年來由 Tom Myers 加入筋膜組織的概念，根據解剖學原理加以串聯，使系統更完整而能被完

善利用。本課程將介紹筋膜系統的構造與功能，並教導常見解決運動傷害或痠痛的方法。加強

學員對肌筋膜的認知與應用於運動訓練、體育課程指導及運動復健能力。 



 

八、學分認證：台灣運動防護學會積分申請中、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公會全聯會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 

 

九、講師介紹： 

 

 

 

 

 

 
 

 

 

 

 

十、報名方式：請先匯款後，前往 Optimum Kinetics 官網，填寫報名表以完成報名手續，網址：

http://optkinetics.com/class.php 。 

 

十一、匯款資訊：ATM 轉帳或銀行匯款。開課日前 30 天退出者，全額退還。開課日 16-29 日前

退出者，退款 90%；開課日前 15 日內退出者，退款 80%；開課日開始後退款者，

退款 70%。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博愛分行，代號：004。 

戶名：睿奇體能運動館孫金庭，帳號：119-001-034-013。 

 

關於報名有任何疑問，請 E-mail 詢問：optkinetics001@gmail.com 

 

 

★學員須注意事項 

1. 課程開始日前，除非課程有異動，否則主辦單位將不另行通知。 

2. 報名(匯款)成功者，名單將公布於網站中，請學員匯款後，自行上網查詢，主辦單位將不另

行通知。 

 

 

張曉昀  PhD, PT 

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系  副教授 

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義大犀牛、興農牛  特約物理治療師 

美國職棒大聯盟紅襪隊訓練中心 訪問學者 

Anatomy trains and Myofascial Meridians(解剖列車及肌筋膜路

線)課程結業(創辦人 Thomas Myers 主講) 

Manual Concepts: Education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徒手治療

觀念)課程結業 

 
 

http://optkinetics.com/class.php
mailto:optkinetics001@gmail.com


 

日程表 

第一天 (Day 1) 

時間 主題 

09:00 - 10:30 

解剖列車原則及肌筋膜放鬆術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 and Rules of  

Anatomy Trains Myofascial Meridians 

10:40 - 12:10 

筋膜的世界與肌筋膜路徑的規則 

The World of Myofascia &  

The Rules of The Myofascial Meridians 

13:30 – 15:00 
肌筋膜放鬆術之淺層背部路線 

MFR Superficial Back Line & Practice 

 15:20 - 17:00 
淺層腹部路線及實務按摩操作 

 Superficial Frontal Line & Practice 

第二天 (Day 2) 

09:00 - 10:30 
肌筋膜放鬆術之側面路線 

Lateral Line & Practice 

10:40 – 12:10 
旋轉路線及實務按摩操作 

Spiral Line & Practice 

13:30 - 15:00 
上肢路線及實務按摩操作 

Arm Lines & Practice 

15:20 – 17:00 
功能性路線及實務按摩操作與自主肌筋膜放鬆術 

Functional Line & Practice & Self Myofascial Release 

 
 
 
 
 
 
 
 



 

國立體育大學交通方式 
 

搭程火車 -- http://www.railway.gov.tw/index/index.aspx  

您可搭程火車至桃園站 

先.搭汎航客運前往林口長庚醫院 轉搭汎航客運可達林口長庚醫院。 

-桃園站路線：http://www.cgmh.com.tw/frms/frms1.htm 

後.搭計程車或長庚免費接駁校車到長庚大學後, 步行及可到國立體育大學 

-計程車：約 150 元。 

-長庚免費接駁校車：候車處在林口長庚醫院之病理大樓正門一樓，路程約 10 分鐘，發車時

刻表見。〈附表一〉 

您可搭程火車至台北車站 

先.搭汎航客運或三重客運前往林口長庚醫院 

-氾航客運 -- http://www.cgmh.com.tw/frms/frms1.htm 

-三重客運 -- http://www.sanchung-bus.com.tw  

後.搭計程車或長庚免費接駁校車到長庚大學後, 步行及可到國立體育大學 

-計程車：約 150 元。 

-長庚免費接駁校車：候車處在林口長庚醫院之病理大樓正門一樓，路程約 10 分鐘，發車時

刻表見。〈附表一〉 

 

搭程高鐵 -- http://www.thsrc.com.tw/tc/?lc=tc 

您可搭程高鐵至高鐵桃園站 

(1) 高鐵桃園站無直接到國立體育大學之免費接駁車，只有到桃園火車站(高鐵免費接駁車，約 40

分鐘到桃園車站)，之後再參考以上路線到達林口長庚再轉客運至長庚大學後，步行及可到國立

體育大學。 

(2) 直接搭計程車到國立體育大學，約 30~40 分鐘的車程(在高速公路沒有塞車的情況下)。 

 

撘程客運 

您可從台北搭程客運至林口長庚醫院 

(1) 汎航客運 -- http://www.cgmh.com.tw/frms/frms1.htm 

服務專線：(03) 3278572 林口長庚–台北車站線 

「台北西站 A 棟」(原國光客運台北東站)第 3 月台，捷運地下道出口為 K12、Z3; 約 10~20 分鐘

一車次 

 

(2) 三重客運 -- http://www.sanchung-bus.com.tw  

https://staffmail.ntsu.edu.tw/owa/redir.aspx?C=4f49642d86d64231bf6aa6dfbe392b10&URL=http%3a%2f%2fwww.railway.gov.tw%2findex%2findex.aspx
https://staffmail.ntsu.edu.tw/owa/redir.aspx?C=4f49642d86d64231bf6aa6dfbe392b10&URL=http%3a%2f%2fwww.cgmh.com.tw%2ffrms%2ffrms1.htm
https://staffmail.ntsu.edu.tw/owa/redir.aspx?C=4f49642d86d64231bf6aa6dfbe392b10&URL=http%3a%2f%2fwww.cgmh.com.tw%2ffrms%2ffrms1.htm
https://staffmail.ntsu.edu.tw/owa/redir.aspx?C=4f49642d86d64231bf6aa6dfbe392b10&URL=http%3a%2f%2fwww.sanchung-bus.com.tw%2f
http://www.thsrc.com.tw/tc/?lc=tc
https://staffmail.ntsu.edu.tw/owa/redir.aspx?C=4f49642d86d64231bf6aa6dfbe392b10&URL=http%3a%2f%2fwww.cgmh.com.tw%2ffrms%2ffrms1.htm
https://staffmail.ntsu.edu.tw/owa/redir.aspx?C=4f49642d86d64231bf6aa6dfbe392b10&URL=http%3a%2f%2fwww.sanchung-bus.com.tw%2f


 

服務專線：(02) 29882133 

林口長庚醫院–台北車站線; 約 15~30 分鐘一車次 

至林口長庚醫院後，可選擇搭長庚免費接駁校車，發車時刻見〈附表一〉或計程車〈約 150 元〉

至國立體育大學。 

 

自行開車前往 

(1) 經高速公路→國立體育大學： 

林口交流道：下林口交流道後往龜山方向，

行駛文化一路，可直達國立體育大學。  

五股交流道：下五股交流道走新莊、丹鳳二

省道（中山路），上青山路後左轉即可抵達。 

(2) 經省道→國立體育大學： 

-至龜山可轉桃七號線往中正體育園區方

向。 

-至新莊第二省道轉青山路往中正體育園區

方向。 

 

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0 號 

 

電話: (03)328-3201 轉 8328 

 

 

 

 

 

 

 

 

 

 

 

 

 

 



 

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 接駁交通車時刻表〈附表一〉 

※因交通狀況無法掌握，本表為參考時間，如有延誤，敬請見諒並耐心等候。 

※林口長庚醫院發車，行駛至國立體育大學約 10 分鐘，請提早候車。 

 

區分 

週一~週五 

總 院 校 區 

1 06:20 06:30 

2 *06:50 *07:10 

3 ◆07:15 07:25 

4 *07:35 *07:55 

5 08:15 08:25 

6 08:45 08:55 

7 09:20 09:30 

8 09:50 10:00 

9 10:20 10:30 

10 10:50 11:00 

11 11:20 11:30 

12 *11:50 *12:10 

13 ⊕12:20 ⊕12:30 

14 ⊕12:30 ⊕12:40 

15 12:40 13:00 

16 13:20 13:30 

17 13:50 14:00 

18 14:20 14:30 

19 14:50 15:10 

20 *14:55 *15:15 

21 *15:20 *15:40 

22 ⊕15:55 ⊕16:05 

23 16:05 16:15 

24 *16:10 *16:30 

25 16:50 17:00 



 

中山醫學大學交通方式 
 

乘車及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  

1.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 (南屯交流道 ) 

於南屯交流道下 --->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 --->遇文心南路右轉 --->直行文

心南路 (未過平交道 )--> 左轉建國北路 ->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 ->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2.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 (接中投公路 :台 63 線 ) 

中投公路 (3.5 公里處 )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 --->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

--->直行文心南路 (過平交道 ) --> 右轉建國北路 ->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 ->進入校本部

停車場  

3.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 (烏日交流道 ) 

於烏日交流道下 --->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 --->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 --->下路橋後

靠右側接慢車道繼續直行環中路七段 --->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 (中山路一段 )往台

中市--->直行復興路一段左轉文心南路 --->直行文心南路 (過平交道 ) 

--> 右轉建國北路 ->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 ->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搭乘高鐵 :台中烏日高鐵站  

1. 轉乘統聯客運 85 號、159 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 (台中火車站

方向 )步行約 5 分鐘  

2. 至新烏日火車站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

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3. 搭乘計程車 (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 分鐘 ) 

※搭乘台鐵 :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 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

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2. 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搭乘公車 (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 

1.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 號、73 號、85 號、159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 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 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 (台中火車站方向 )再步

行約 6 分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 (建國北路 )站下車。  

 



 

 
 

 

 

 



 

停車場資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交通方式 
 

 

地址：高雄市凱旋二路 89 號 TEL: 07-7613875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抵達方式： 

1. 高雄捷運 O7 文化中心站 

2. 高雄輕軌環狀 168 公車 凱旋站 

3. 高雄市公車搭乘方式 

4. 從鳳山方向：搭 50 號公車，在五福一路高雄文化中心下車，再步行至高師大附中。 

5. 從鳳山方向：搭 52 號公車，在同慶路下車，再步行至高師大附中。 

6. 從高雄火車站：搭 72 號公車，在高雄師範大學校門口下車，穿越高師大直接進入高師大

附中。 

7. 從金獅湖：搭 76 號公車，在下車五福一路高雄文化中心下車，再步行至高師大附中。 

8. 從五甲：搭 82 號公車，在高雄師範大學校門口下車，穿越高師大直接進入高師大附中。 

9. 從小港機場：搭 201 號公車，在五福一路高雄文化中心下車，再步行至高師大附中。 

 


